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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冲上去 ，
就对不起这身军装”
践行着“在队一分钟 ，
奉献六十秒”
诺言
消防警官杨金辉把群众危难当作“冲锋号”，
新华社记者王成 、
吴剑锋

近日，
一则消防警官在海边救下轻生人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7 月 23 日深夜，
正在福建平潭海边休假的莆田公安消防大队战
勤保障大队副营级助理员杨金辉，
警觉地发现了一名有轻生念头
的中年女性，
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从军 14 年，杨金辉曾长年奋战在烈焰滚滚、生死攸关的火
场一线，
也曾退居幕后，事无巨细、
心如发丝地当好一名勤务兵。
如今，
他奔走在执法监督、
消防宣传的防火前沿。在他眼中，不论
身处何种险境，群众的危难就是“冲锋号”
；尽管生活中留下了一
些遗憾，但投身军营是一生无悔的选择。

危难时挺身而出 ，
勇救轻生女子
23 日晚，
难得休假的杨金辉陪家人在平潭龙凤头海滨浴场
游玩，
咸咸的海风、
澎湃的海浪、
孩子银铃般的欢笑声，交织在茫
茫的夜色里。不经意间，
身后隐约传来了哭喊、争吵的声音，敏感
的杨金辉转头一看，
不远处一名身披长发的女性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慌忙地走进了汹涌的海水。
“哭声越来越大，打电话的声音
越来越刺耳，能听出来很反常。”
杨金辉没有犹豫，立即将怀里的
儿子交给妻子，朝大海的方向跑去。
“她电话里讲方言我听不懂，想跟她聊天却根本不理我。之
后我比较清楚地听到了一个‘
死’
字，就意识到她可能想自杀。”
杨
金辉回忆，
“当时海水已经及腰深，再往海里走可能就没办法救
了，我二话不说就把她往回拉。
”
杨金辉说，当时轻生女子还在哭闹着打电话，情绪异常激
动，
用尽力气反抗，
继续往海里挣扎。
这时，旁边的一个游客也赶
过来帮助杨金辉，两个人合力把女子从海水里拽到了沙滩上。
女子上岸后情绪并没有平静，又几次试图往海里冲，
周边群
众见势围拢在一起看护好她。杨金辉马上拨打 110 报警。很快，
警察和该女子的家属到达了现场，家人几番劝说后，
该女子情绪
仍然不稳定，最终被民警强行带离现场。
杨金辉的妻子林丽丽目睹了全过程，回忆起来还有些后怕：
“其实他并不会游泳，当时还赶上涨潮，海水一浪高过一浪，那个

女子又很激动，
真替他捏了一把汗，
我的腿都软了。”
“这么多年看多了生离死别，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感受
到生命的宝贵。”
杨金辉感慨地说，
“群众的危险就是‘
冲锋号’
，这
种时候不冲上去，就对不起这身军装。”

袖子搬运物资。老战友看见了调侃他说，
“十年的老兵了，还亲力
亲为干这些杂事。”
他却总是淡淡一笑而过。战友付维告诉记者，
杨金辉的嘴边常挂着一句话：
“我是老兵，我不带头谁带头？我不
冲锋谁冲锋？”

在队一分钟 ，
就要奉献 60 秒

舍小家为大家 ，
投身军营无悔

远离莆田市区的北岸消防大队，因营区面积较大，
也是支队
战勤保障大队驻地。杨金辉平时就在这里工作。
他除了完成日常
设备检修、战勤保障任务之外，还要负责北岸辖区内消防监督、
防火宣传工作。
28 日上午，
记者来到北岸消防大队，与杨金辉一起顶着烈
“这台灭火器铜体已经被
日和高温，到 3 家单位进行消防检查。
腐蚀了”
“消防安全制度还需要完善”
……杨金辉自己动手抽查
设备，不时跟负责人讲解防火要求，不一会儿脸上就滚起了汗
珠，
后背也湿透了一大片，
这在杨金辉的工作中已成常态。
“防火工作看上去不起眼，却是防控火灾的最前沿，我觉得
肩上担子很重。”
杨金辉说。14 年的消防生涯，杨金辉辗转三明、
福州、莆田，在每一个岗位都兢兢业业，从不抱怨、从不懈怠，践
行着“在队一分钟，
奉献六十秒”
的诺言。
2012 年 8 月，
一辆载有 13 吨汽油的油罐车在一处隧道发生
追尾事故，
造成大量汽油泄漏，
随时有爆炸危险。
时任尤溪沈城消
防中队副中队长的杨金辉临危受命，
带领一位战士进入隧道，
经
成功堵住了泄漏处。
过 4 个小时奋战，
2013 年 4 月，
杨金辉路遇一位不慎跌倒的老人，
他扶起老人
后一直搀扶送回家，
有路人将这一幕拍下后上传到微博，
点击量
杨金辉在行军途中，
利用急救知识成
突破 18 万次；2012 年 2 月，
功救治了一名羊癫风发作的群众，
他不留姓名悄悄离开……
十年的一线战斗经历后，
杨金辉在 2013 年 9 月调任福建省
消防总队培训基地警勤中队中队长，退居幕后成了基地“大管
家”
。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新岗位。
“最忙的时候，新兵团、总队大
比武、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等几支队伍同时在基地，
工作起来不比
火场一线轻松。
”
杨金辉说。
当时，中队战士大多是新兵，杨金辉就拾起笤帚扫地，撸起

杨金辉带着记者在北岸大队营区内参观时，聊起消防工作，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光亮，似乎有介绍不完的情况、使不完的劲
儿。但谈及自己的家庭，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却显得平静了很
多，瘦削的脸颊上写满了愧疚。
杨金辉与妻子林丽丽 2013 年结婚，儿子在 2014 年降临又
为新婚生活锦上添花。然而，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却遭遇
了接踵而至的变故：2015 年，儿子被查出患上了自闭症；2016
年秋天，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妻子不幸流产；近两年，母亲又连续
做了两次大手术……
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杨金辉却因工作原因难以常伴左右。
“结婚 4 年多来，陪在老婆身边的时间很少。她开玩笑地跟我说
过，嫁给我就等于嫁给我老妈。”
杨金辉苦笑着说，妻子在仙游县
一个偏远中学当老师，父母也常年生活在仙游农村。
“这些事就像晴天霹雳，
我自己偷偷掉过几次眼泪，
但部队锻
造了我的意志，
我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
杨金辉几乎跑遍了省内
的大医院，终于在福州找到了一家特殊医疗机构，由他母亲带着
儿子治疗。
令人欣慰的是，
两年来，
儿子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如今，年幼的儿子在福州，妻子在仙游农村，杨金辉则身在
莆田，一家三口虽然分隔三地，但只要有机会，杨金辉一定会让
一家人团聚。
“我也想弥补对家庭的亏欠。”
杨金辉动情地说。
饱尝生活辛酸的林丽丽并没责怪杨金辉：
“会有无助的时
候，但老公心里是很顾家的，他在部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他
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身为军嫂，我很光荣。”
“在我身边，有战友坚守在岗位上献出了生命，舍小家为大
家的战士就更多了。部队教会了我很多，我从不后悔自己投身军
营的选择，也会带着对家庭、对部队、对群众的责任，继续战斗下
去。”
杨金辉说。
新华社福州电

28 岁媳妇撑起 7 老 2 小的贫困家庭
记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农妇肖飞
抛却外出务工的优质生活，自愿回乡一人挑起照顾 7 名“问
题老人”
的重担；言传身教传递尊老美德，九年如一日躬亲示范
教育幼儿感染乡邻；穷且益坚、自食其力，打造文明家风……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 28 岁农妇肖飞的感人
故事广为流传。
和睦的家庭、诚实的家教、善良的家风，使肖飞成
为阐释家庭美德的好模范。

身体力行传家教
婚后，为了养家和还清因建房欠下的贷款，吴军不得不外出
打工，
伺候老人和照料孩子的重担全压在了肖飞肩上。
看到她每天忙忙碌碌的身影，有村民劝她：
“带着孩子跟丈
夫一起出去打工吧，这样在家熬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她说：
“我也想啊，这样孩子就可以天天见到爸爸了，但我们都出去了，
谁来照顾老人们，他们在家过得不好，我们在外也不会心安的。”
质朴的言语间道出的是责任与担当。
一次送养父来县城看病，找不到县医院。
原来这是结婚九年
来她第一次到县城，也是结婚后去过最远的地方，因为她知道，
她离开了，
老人饭都吃不上。
夏天，天气炎热，几位老人不能自理，身上时常散发难闻的
味道，肖飞总是耐心地给他们擦洗身体、换干净衣服。要给养父
很多人认为这
叔伯擦洗身子和换衣服，作为养女、儿媳、侄媳妇，
有悖人伦，但面对如此境况，
肖飞也顾不上世俗的眼光和非议。

▲为养父肖守义剃胡须 。 受访者供图

自力更生注家风
肖飞回忆说：
“结婚时，他家里连一张像样的木床都没有！当
时，
紧挨着猪圈的一间破旧柴房，
就是我们的新房。
”
结婚时吴家请
还是别人垫付的。
了辆拖拉机来接亲，30 块钱的费用都拿不出，
在要求有车要房的现代婚姻面前，
她的选择显得有些另类和
离奇。
因为她坚信，
只要感情好，
人勤劳，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老人们都享受着国家最低生活保障，
也有很多村民劝
她，把老人们的低保金集中起来贴补家用，看到肖飞如此辛苦，
老人心疼她，
多次要把低保金拿出来，但都被肖飞回绝了。

不辞辛劳扬新风
因为老人们精神都不太正常，
讲卫生的概念更为模糊，衣服
最多穿一天就脏了。洗衣服成了她每天的“第一堂课”
。
她有两个孩子，
每天早晨洗完衣服就要给两个孩子做早餐，
然后送他们上学，
回来后又要给老人们弄吃的，做完这一切已临

近中午，她只有顶着烈日到地里干一会活。
洗衣、做饭、接送孩子、干农活，九年来，肖飞就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照顾着七位老人和两个孩子。
因为建房欠下的贷款要还，吴军每月也只能寄回 500 元的
生活费，她不得不抽出时间到镇上打短工，挣钱补贴家用。
“给别人家摘水果，我们都只能背八九十斤，但她却可以背
一百多斤，目的就是为了多挣点。”
同村村民饶正华说。
每次打零工挣得多点，她都会带点好吃的给老人们改善生
活。而对于自己要一元钱买零食的两个孩子，她却连哄带骗拒绝
了；自己很喜欢一件 38 元的衣服，看了几次也没舍得买下。
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
肖飞家的生活条件
日趋改善。
每次获得捐款慰问，
她都会眼眶湿润，
从没想过自己应
该做的一切会得到如此多的关心。
待心情平复，
她找出一个本子，
留下“爱心清单”
，
永远铭记于心。
一一记下人们的慷慨善举，
故事尚未完结，还在继续发生着……
（赵立兴）
第五届贵州省“明礼知耻·
肖飞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贵州好人”
“铜城仁
崇德向善”道德模范 、
者”2015 年度人物 、
贵州省“三八”
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

党员服务队“抗艾济困”，16 年不抛弃不放弃
新华社记者王贤

在长达 16 年帮助艾滋病患者与命运抗争中，
他们用心服务、
扶危济困，用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播撒希望；
他们赢得了人们的
尊敬与爱戴，
也彰显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他们就是湖北随州
均川供电所“光满·爱心红丝带”
共产党员服务队。

“谁都可以走 ，
共产党员不能走”
2001 年 4 月，
湖北随州均川镇农村电网改造如火如荼，
一个
不幸的消息打破了小镇的平静：富家棚村发现了一例艾滋病患
者，
随后，
均川镇多个村接连发现村民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
一
时间无人敢抄表到户、无人敢架线供电。
紧要关头，时任均川供电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周仕喜发出
的号令。她带领一班党员
“谁都可以走，17 个共产党员不能走”
进入艾滋病患者集中区，
六上富家棚、五进湾档冲、二渡曾家河，

“身体条件不是最
好的 ，
却是最刻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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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军出生于 1988 年，山
东肥城人，2006 年加入宁波市
消防支队鄞州中队，目前是象
山消防中队代理中队长。入伍
前，张方军曾在建筑工地从事
体力劳动，因此，他格外珍惜入
伍的机会，当时默默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出成绩来。
“刚入伍的时候，张方军的
身体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在新
兵中属于中等偏下，但他是最
刻苦的。”
象山消防大队教导员
王锋说。别人训练 5 遍，张方军
要训练 10 遍，别人跑 3000 米，
张方军要跑 5000 米，别人休息
的时候，张方军还在加时训练，
一天训练时间达 7 至 8 小时。
象山消防中队 1 班班长刘
帅说，
队长张方军的各项技能都
非常娴熟，
跟梯子相关的项目是
他的强项，比如挂钩梯项目，他
利用 4 . 1 米长的梯子爬上 4 楼，
而这样的项目
只需要 9 . 8 秒钟，
一般队员都不一定能做得来。
用
6 米拉梯上 2 楼只需 7 秒钟，
他
穿着装备爬 20 楼用时 2 分钟都
不到。
“平时训练中，
手臂、
肘部、
膝盖等部位经常会受伤，
但队长
持之以恒地训练，
从不停歇。
”
靠着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训练，张方军的专业
技能得到了长足进步，2009 年的一次浙江省内的消
防铁军比武大赛让他一鸣惊人。之后，张方军多次参
与各项比武大赛，均斩获多项荣誉。2009 年，张方军
相继参加浙江总队、宁波支队比武，因成绩突出，分
别被记三等功。在 2016 年的宁波春季运动会中，张
方军斩获“全能王”
的荣誉。去年，公安部推出警察竞
技真人秀节目《警察特训营》
，张方军从全国 5000 名
队员中脱颖而出，取得全国第 3 名。渐渐地，在警营
里，他获得了“张铁军”
的称号。

冲锋陷阵敢为先

不离不弃圆家庭
肖飞的丈夫吴军家里有七位平均年龄达 63 岁的老人，其中
吴军的父母、叔婶、伯父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母亲和婶婶
腿部有残疾，
母亲是聋哑人，
大伯视力障碍，养父患有肺气肿，养
母体弱多病。
四家合一，正房是一间三柱二瓜的木瓦房，其中两间没有板
屋顶的瓦片乌黑，
壁，用木板栏着，木板之间裂开巴掌大的隙缝。
且有不少破裂，
或缺边掉角。
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夫妻俩借钱，
赊
新房建
砖，
自己干。
通过东拼西凑和没日没夜地苦干，2014 年春，
成，
老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却因此欠下了 10 余万元外债。
除了改变住房条件外，
随之改善的还有卫生条件，
部分村民说：
自从肖飞来后，
家里干净了，
老人身上时常散发出的臭味没有了。
老人们不时挑起的“战争”
，也让她颇为费心。公公弟兄三人
有时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
甚至打得口鼻流血；大伯喜欢晚上喝
点酒，
公公和满叔又像孩童似的“骚扰”
他，
惹得大伯不高兴，
就要
借着酒劲伸手动脚“教训”
；婆婆跟满娘之间的“战争”
也不消停。
两人为争一条板凳闹得不可开交。
说话含糊不清的老人们，不停
用手比画着。
每当这时，肖飞就充当起了家庭
地唠叨，
用力吼着，
矛盾纠纷“调解员”
的角色，
像安抚孩子一样调解着桩桩“矛盾”
。

浙江省宁波市消防支队象
山中队有一位“张铁军”
，
他通过
刻苦训练，
从一名打工仔练成技
术精湛的消防“全能王”
。他参
与过“汶川”
地震救援，曾深入
火海救出 9 名被困人员；入伍
11 年，
他参与救援 2000 多次，
将数百条性命从死亡边缘拽回
来。在小兄弟的眼里，他又是一
名铁骨柔情的好兄长。

于当年 11 月完成农网改造任务。
2006 年 11 月，
均川镇艾滋病患者家庭全部用上了电。

“帮扶这些特殊家庭 ，
已经成了习惯”
通电只是一阵子，
服务却是一辈子。
为了让艾滋病患者家庭
享受“零距离、不打烊”
的关怀和服务，供电所党员将散居于各供
电台区的艾滋病患者家庭，
划定为“党员特别责任区”
。
第一个走进富家棚
共产党员陈良才 16 年前扛着服务队队旗，
村。
这些年，
他为艾滋病患者家庭垫交过电费，
跑过贷款，
为 5 户家
庭子女筹集过学费，
帮艾滋病患者家庭维修电路、
干农活。
陈良才
说：
“帮扶这些特殊家庭，
已经成了习惯，
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
翻看服务队的帮扶档案，类似的事迹不胜枚举：储春风当起
“电力红娘”
，为艾滋病患者组建新家；包晏兵自掏 800 余元购买
电线，
为曾家河村艾滋病患者吴某整修房屋；
服务队全体队员捐
为盛茂冲村刘某家送上助学款……
款 3000 元，

16 年来，服务队坚持资助艾滋病患特困户，帮扶贫困村 4
个，
资助贫困生 18 个、
捐助资金 23 万余元，
为艾滋病患特困户垫
累计资助特困村电网改造物资达 50 余万元。
交电费 6500 余元，

“有党员在身边 ，
生活就有希望”
服务队 16 年如一日“抗艾济困”
的追求，在电力系统持续传
导。随县供电公司建立红丝带“牵手”
基金，提高艾滋病患者贫困
户自强能力。如今，在服务队、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均
川镇无一例新增儿童艾滋病例，患者心态也普遍较好。
多位艾滋病患者表示，这些年服务队是真心实意在帮大家，
有这些共产党员在身边，就感觉生活又有了希望。
国网随州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杨天功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16 年的坚守，靠的是党员身份的召唤、理想信
念的支撑。他们用爱心舞动红丝带，让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据新华社武汉电

身怀“绝技”
的张方军不仅将其技能用在比武
上，更重要的是将其发挥在救援行动中。6 米拉梯、9
米拉梯、15 米金属拉梯是张方军的强项，遇到低层
建筑着火的时候，张方军就利用这些梯子，迅速高效
地进入火场救援。还在鄞州中队的时候，有一间 3 层
楼高的出租房着火，张方军利用 6 米拉梯爬到着火
层，成功救出 5 名被困人员。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举世震惊的
大地震，刚刚入伍两年的张方军主动请缨奔赴前线
参与救援。他和宁波消防支队抽调的其他队员一起
来到了灾区什邡市，由于道路受阻，队员们只能徒步
行进。为了不给遇险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张方军和战
友们放弃使用破拆工具，改为徒手刨，手磨破了，脚
起泡了，衣服湿透了，张方军都忍痛坚持着。14 天时
间，他和队员们救出 1 名幸存者，挖出 12 具遗体，为
群众抢救出价值达百万余元的物资。由于表现出色，
张方军和几名队员在救援现场“火线入党”
。
2015 年 4 月 13 日，21 层的杭州百脑汇科技大
厦突发火灾，杭州消防指挥中心先后调派了 24 辆消
防车 144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当时在西湖中
队实习的排长张方军带领一名战友，一口气爬上 7
楼，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乘火势大面积蔓延开来之
前，迅速进入火场，在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成功搜救
出 9 名被困群众，并将他们救下。
去年刚入伍的何家炎说，很多事情其实队长都
可以指挥我们这些小辈去做，但是每次遇到苦活、累
活、脏活甚至最危险的时候，队长都是自己上阵，让
我们在边上辅助他。
前不久，象山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一名老人掉
入了化粪池，当消防官兵赶到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
沉入化粪池，生死不明，情况非常紧急。张方军果断
拿来挂钩梯伸入化粪池，再抓着挂钩梯跃入池里，徒
手摸索老人，当时粪便水已经没至胸口。经过 10 多
分钟的努力，张方军成功将被困老人救出。

以兄长的情怀关心小战士
“刚入伍的时候，去火灾现场都有点害怕，但是
看到队长义无反顾冲在前面，我们还怕什么？”
何家
炎说，
“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室内温度非常高，穿
着战斗服感觉热得不行，有点支撑不住了。队长就夺
过我手中的水枪，让我下去休息。到了下面，我发现
车里只有一瓶水，就送上去给队长，但是他坚持让我
喝。半个小时后，队长被其他队员扶着下了楼，整个
人都累虚脱了，当时我就特别感动。”
工作时，张方军会像兄长一样对待自己的战友
和小战士，可一旦有队员犯错误，他也会表现得像父
亲一样严厉。遇到室内火情，为防止队员走失，要求
每个队员携带对讲机，以便保持联系。但是，有一次
小战士何家炎忘记将对讲机带出来，等火扑灭后，战
友们告诉他队长着急死了，怎么都找不到你。
“万一
出了事情，你想想你的家人可怎么办呀？”
事后张方
军告诫何家炎。
何家炎说，虽然队长的口气很重，但像一个父亲
在教育孩子一样，特别温暖。
舍小家为大家是张方军的真实写照。
去年 G20 期
间，
宁波处于安保二级战备，
就在那时张方军接到家里
的电话，说是他的奶奶病危，但他含着泪水跟家里人
说，
特殊时期，
任务艰巨，
不能请假回家。
过了几天，
他
父亲跟他说，
奶奶已经好了，
让他安心工作。
可两个月
才发现原来奶奶早就离世了。
后，
张方军回家探亲，
张方军的微信名叫作“红门使命”
。
他说：
“作为一
名消防官兵，
从每一场火灾里救出每一名被困人员就
是我坚定不移的使命，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砥
(裘立华 、
砺前行。”
黄瑞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