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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曹良海 胡权

3月20日， 隆回县三阁司镇政
府专职消防员、共产党员刘钢锋在
前往救火途中遭遇车祸， 不幸殉
职。

事发当天凌晨1时38分许，三
阁司镇长铺中学附近群众报警称，
自己家的老房子着火了，请求镇消
防队救援。

这天，刘钢锋刚好轮休。但接
到火警后，家住县城的刘钢锋翻身
下床，骑上摩托车就赶往10公里外
的镇政府集结。因天太黑，加上赶
路心切，摩托车撞到了路上的障碍
物，刘钢锋重重地摔倒在地，献出
了自己36岁的生命。

噩耗传来，刘钢锋的同事及认
识他的一些村民失声痛哭。

刘钢锋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军
12年，锻就了他雷厉风行、坚持原

则、 危险面前挺身而出的英雄本
色。2016年6月，他被安置在三阁司
镇工作。2017年底， 该镇成立专职
消防队。 消防工作既苦又累且危
险，但在选拔消防员时，刘钢锋毫
不犹豫站了出来。他说：“我曾经是
军人，承担危险的工作，我责无旁
贷。”

今年农历正月初一，石笋村大
祖山发生大火。接到报警，正在值
班的刘钢锋马上与同事一起赶赴
现场。快到火灾地点时，由于山上
没有路，消防车上不去，刘钢锋扛
着救火设备就往上冲。救火过程中
山石滚落， 刘钢锋被砸伤了手，但
他咬紧牙关， 坚持奋战在一线，开
辟隔离带、用树枝扑灭火舌。奋战3
个多小时，终于把山火扑灭。下山
时， 大家发现他的衣服被烧烂，头
发被烧卷，手上还在流着血。

从消防队成立以来，刘钢锋参
与扑灭大大小小火灾10余起，每一

次都是不顾危险冲在前头，同事陈
军称他是“拼命三郎”。

除了灭火， 在其他灾难面前，
刘钢锋一样冲锋在前。去年6月4日
是刘钢锋的生日， 那天大雨滂沱，
山洪暴发。刘钢锋负责监守跨河而
过的人民桥。人民桥连接三阁司镇
与石笋寨、 友谊等6个村， 人流量
大， 在暴雨中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同事要跟他换班，他谢绝了：“这里
水大，很危险，还是我来守吧。”他
从早上6时多坚守到晚上8时多，饿
了啃包方便面， 渴了喝口矿泉水，
始终没有离开人民桥半步，直到大
雨停歇、洪峰安全过境。

不惧危险， 源于刘钢锋爱岗敬
业。他在镇里还具体负责扶贫工作，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为
此，他骑着摩托车走村入户，逐一核
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真实情况。回
到办公室， 就及时将各种数据进行
仔细核对，确保真实可靠。

同事陈军说，为了做好数据录
入和核对工作，刘钢锋有时加班到
凌晨两三点。

刘钢锋的办公桌上，仍然保持
着他生前的模样。全镇贫困村情况
统计表、各种摸底数据表以及全镇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等资料，井然有
序地摆在案头。拉开抽屉，各种文
件资料摆得满满当当；打开工作电
脑，文件夹里密密麻麻地存储着各
种文档和表格……

在工作中，刘钢锋还是一个原
则性很强的人。胜利村有个村民借
口家里有个患精神病的女儿，要求
将自己定为扶贫对象，并多次到镇
里上访。 刘钢锋觉得他不符合条
件，和他耐心讲道理讲政策。经过
10来次讲解、劝说，终于做通了他
的工作。镇里有个别干部找刘钢锋
“说好话”，想把自己的亲戚纳入低
保户， 刘钢锋也是按规定办事，不
讲情面。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玺

“距离最近的消火栓箱在哪儿，
地面上的安全出口标志灯为何不
亮……”近日，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
防火监督处高级工程师严奉才带队，
开展KTV消防安全大检查。检查中，
雨花区盛世金樽KTV的值班人员面
对消防执法监督员的提问，竟一问三
不知。经进一步检查发现，该KTV的
“豪华包间”面积超过50平方米，按要
求应设置两个出口，但有一个出口被
擅自封闭。消防执法监督员依法对此
“豪华包间”进行临时查封，该KTV
也因存在大量消防安全问题将被依
法处罚。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目前已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KTV娱
乐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严查各类消防
安全问题。“开展此项整治， 主要是为
了深入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加强
全市KTV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严防
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长沙市公安消
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4月30日前，
支队督导组将组织各区（县、市）公安
消防大队对辖区KTV场所开展集中

检查整治，严查消防安全问题。
据了解，公安消防部门将重点检

查KTV场所是否办理消防行政审批
手续、 是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是
否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及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是否组织消防检查和每日防火巡查
等。“KTV等娱乐场所人员密集，消
费者常在内部饮酒、抽烟，加上用电
频繁，是火灾高发区域。对于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严肃处理，
也希望各单位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
止发生火灾。”严奉才说。

针对在检查中所发现的各类隐
患，长沙公安消防部门还制定了四条
刚性措施：一是凡检查发现未经消防
审批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一律责令
停止营业并处罚款；二是凡检查发现
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增设使用面积、
私搭乱建临时建筑的，一律责令停止
使用并予以罚款；检查发现存在严重
威胁公共安全火灾隐患的，一律依法
予以查封并立案处罚；三是凡检查发
现构成重大火灾隐患的，一律依法处
罚并提请政府挂牌督办；四是凡督查
检查发现公安消防机构降低标准审
批的，一律实施责任倒查，严肃追责。

长沙消防火灾防控
查封！ KTV擅自封闭包间出口

长沙开展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今年是湘江保护治理第二个“三
年行动计划” 的收官之年。3月24日，
团省委、省河长办等单位启动了“我
是河小青·美丽湖南行”活动，开始招
募热心河流环保的青少年作为“河小
青”，协助河长保护母亲河。

谁能成为河小青？一名优秀的河
小青应该具备什么素质？记者采访了
被邀请前来宣讲的“走读湘江”环保
公益社的志愿者们，听他们讲述湘江
保护背后的故事。

为何邀请他们？
走读湘江行程2000多公里，撰写

3万余字环境报告

身穿长沙市一中的校服， 带着测
试装备， 用黑色的支撑架托起白色的
塑料瓶。3月24日上午，记者见到“走读
湘江”环保公益社志愿者郑展翅时，他
正在风帆广场的湘江畔装水， 进行水
质现场检测。“PH值在5-7之间， 属于
正常范围。”

今年16岁的郑展翅参加河流保
护公益活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 带上
简易测试装备随时检测河流水质已
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一般会检测PH
值、含氧量、氨氮含量。

2017年暑假，包括郑展翅、曾晨
希、袁有晴、唐嘉萱、彭紫瑄、谭仁韬
在内的来自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等
学校的9名中学生，组成“走读湘江”
环保公益团队，历时9天，途经永州、
长沙等6个城市，从湘江源头，到洞庭
之滨，行程2000多公里。

参观湘潭环保科普教育基地，
到污水处理厂体验污泥去除工作，
深入垃圾焚烧发电厂了解发电过
程， 坐船到洞庭湖小岛上感受生物
多样性……在永州、湘潭、衡阳等地，
环保部门、水利部门的负责人，甚至
市长，都现身座谈会，不仅详细介绍
了环保工作形势，还耐心回答了队员
们的“中学生如何参与环保工作”“经
济发展与环保生态如何平衡” 等问
题。回忆起来，郑展翅兴奋不已。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上好友萧
子升，历时一个月，走了九百多里路，
游历了长沙、宁乡等五个县，了解社
情民意，读“无字书”，激发了革命热
情。100年后，“走读湘江” 让9名中学
生对投身环保志愿活动有了不一般
的热情。

走读中， 队员们探访了湘江源、
湘水与潇水汇合处、东洞庭湖等15个
地点， 在7处水样取样点进行专业水
质检测，发放调查问卷3552份，撰写
环境研究报告近3万字。

2017年12月，亚太低碳技术高峰

论坛在长沙举行，“走读湘江” 团队获
得特别贡献奖， 队员曾晨希作为绿色
志愿者代表全英文倡议发言， 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为之点赞。

队员们备受鼓舞， 还发起成立一
个中学生环保社团， 并建立了专门的
网站， 在校园内宣传环保理念。“今年
暑假， 我们将继续为走读湘江绿色游
学活动招募一批志愿者， 让更多中学
生亲身感受湘江文明， 投身环保公益
事业。”队员袁有晴、唐嘉萱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 青少年如何更好地参
与母亲河保护？
“有了河小青，就有了专业的平台”

2017年底，湖南建立了省市县乡
村五级河长体系， 全省3.57万名河长
活跃在巡河护湖一线。“走读湘江”环
保公益社又该如何助力河长制？ 这是
志愿服务团队队员们这几个月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

“有了‘河小青’，青少年参与保护
母亲河就有了专业的平台。”队员们兴
奋地告诉记者， 活动面向全社会线上
征集保护家乡母亲河的方案， 组委会
将对入选方案给予大力支持， 队员们
正在准备申报“走读湘江”项目，以带
动更多中学生通过走读形式参与保护
母亲河。“青少年应该成为河长们的得
力助手，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8年以来，“走读湘江”环保公
益社还联合湖南环保联合会开展了两
期河小青体验营社会实践活动， 吸引
了来自长沙市一中、师大附中、清水塘
小学、 滨江小学等近20所学校的100
余名中小学生参加。 通过邀请有经验
的河长为学生们做环保培训， 小组讨
论交流，到湘江边上巡查，劝阻行人不
乱扔垃圾等， 孩子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自己也可以为保护母亲河出一份力。

“走读湘江”环保公益社队员曾晨
希， 小学5年级就因为热心环保公益
活动， 荣获“长沙市优秀青少年志愿
者”称号。她告诉记者，“我是河小青·
美丽湖南行” 还将对活动成果进行集
纳，撰写“我是河小青·美丽湖南行”年
度白皮书， 还将开展“河小青对话河
长”系列新闻采访，就大家关心的河流
保护问题与河长共商对策。

“湘江从源头的潺潺溪流，到面前
的一碧万顷，经过了长久的坚持。只要
我们浸润了河流的力量，行动起来，一
点一滴、一步一步，坚持下去，定能保
母亲河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队员郑
展翅、曾晨希坚定地说。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我省将构建
省市县乡四级河小青志愿服务体系，
助力河长制，推动河长治。

让青春浸润河流的力量
———走近“走读湘江”志愿服务团队

“拼命三郎”倒在救火途中
———追记隆回县三阁司镇消防员、共产党员刘钢锋

长沙银星湾公园即将建成投用
3月26日，绿水环绕、生态宜人的长沙银星湾公园，目前正在进行

扫尾施工。银星湾公园位于潇湘北路三汊矶大桥北，总面积约780亩
（含460亩湘江滩涂），是集休闲、生态、文化和科普多功能为一体的城
市公园，预计6月建成投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