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6日讯 昨日起，
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新兵团
400余名新兵展开为期3天、 距离
90公里的徒步行军拉练活动。这
是他们入伍3个月后的第一次全
面检验， 之后将分配到各个中队
战斗班。

从一个娇气爱哭的女孩到现
在干事利落的战士， 女兵周心怡
对自己3个月后的变化也十分吃
惊。“刚来的时候跑步总是最后一
名，现在能跑进前三，军队的制度
也让自己更加自律。” 她告诉记
者， 昨天的拉练过程中战友们相
互鼓励，路人也为队伍点赞，觉得
十分有成就感。“每天目标明确的
生活让以前的同学都很羡慕，这
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军人理想，我
们00后同样也能让大家竖起大拇
指。”

周纪龙来自广东， 对于自己
的军旅生涯同样充满了期待。“训
练虽然辛苦却十分充实， 现在每
天都会自行加压， 多训练几组常
规科目， 争取每天进步一点。”他
笑着告诉记者， 虽然昨天的负重
拉练让双脚磨起了水泡， 但却十
分感谢这段历程，“这让我的意志
力愈发坚定。”

新兵们一路歌声嘹亮， 记者
感受到他们自信、热情、充满活力
的青春风采。 支队今年参加拉练
的新兵近30%都是00后。 绿色警
营淬火成钢，期盼着新兵的“破茧
成蝶”。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邓慧 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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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多，四方商贸城深夜突发火灾
十多家门面被烧毁 消防队员搜救出4名群众，均无大碍 应对：集中清查消防设施、整治违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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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零点， 大多数人
已进入梦乡。 长沙四方商贸城
经营了十多年杂货铺店的梁昆
一家却彻夜未眠。

零点40分，睡在商贸城B5
栋北侧的梁昆母亲正用微信聊
天，老伴已熟睡，突然一阵浓烟
从一楼蔓延上来。“起火了，快起
来看看。”梁昆母亲叫醒老伴，发
现南侧楼下火势迅猛，马上要从
一楼烧到二楼来了。

被困大火，顶楼逃生

摆脱连日阴雨后， 这两日
长沙气温略有回升， 再加上夜
里有风，很快火势波及整栋楼。
而与起火地相距不到10米的另
一栋，也跟着遭殃。到中午时，
双眼通红的梁昆已一天一夜未
合眼了， 回想起深夜的惊魂一
幕，他仍感到后怕。

“我睡在5楼， 爸妈睡在2
楼。”梁昆说，大概零点50分他
被惊醒， 顺着楼梯下到3楼时，
就被一口浓烟呛到了。“吸了那
口烟，身上一下就没劲了，下楼
通道肯定是过不去了。”梁昆回
忆， 当时他和几位邻居只好返
回到5楼，另找逃生之路。

回到5楼后，梁昆来到北边
阳台， 顺着防盗窗小心翼翼地
爬到另一栋顶楼。随后，连拉带
扯帮助其他邻居顺利逃生。“再
高也要爬， 不可能眼睁睁被火
烧。”事后，梁昆顺利找到父母。
其父母在邻居朋友的帮助下，

从2楼安全转移。
现场目击者及救援参与者

骆女士说， 火灾由B5栋南侧一
家杂货铺引发， 起初并没有明
火，只有浓烟。有些居民们清理
杂货铺内的杂物， 还有居民则
对B5栋南侧楼上的居民逐一通
知撤离，但就在此时，火势突然
加大，浓烟更加肆虐。

“到了3楼，发现上不去了，
就只能在楼下大喊， 打电话。”
骆女士说。

火烧2小时，十余家受灾

约零点47分， 首批消防人
员到达现场， 起火的一楼门面
火势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蔓
延到了B5栋的北侧和B10栋多
间杂货铺， 约5间商铺同时燃
烧， 且逐步向上面的居民楼蔓
延。14台消防车和94名消防员
先后到达现场， 消防员兵分多
路对火势展开控制。

深夜2点多，火势被完全控
制，5间杂货铺被烧得只剩下架
子，10多户居民房受到不同程
度损毁，停在火场周围的约7台
小车受损。

消防员开始进入火场排查
其他隐患消除余火，但火场内
温度非常高。 早晨7点多，余
火复燃，迅速被控制。上午10
点， 原本未发现明火的B5栋
北侧2楼的一间居民房突然冒
出了滚滚浓烟，救火工作再次紧
张展开。

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此
起火灾共搜救出4名群众，均无
大碍。 火灾原因及经济损失正
在调查中。

■记者 张洋银

记者了解到，由于该商贸城消防硬件设施设备过期、老化的情
况十分突出， 灭火器大多已过期报废， 加上经营户的消防意识淡
薄，导致了一楼商铺店外经营和私拉乱接的情况严重，不少商铺搭
建的遮雨棚完全超出了店面，甚至与隔壁的遮雨棚形成接壤，造成
了起火后“火烧连营”的后果。不仅如此，记者发现这里处于夜宵一
条街，私家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方坪街道联合社区表示， 将重点对四方商贸城的消防设施
设备展开集中清查， 对有故障的消火栓和过期的灭火器展开维修
和更换，并定期展开消防演习，提高居民的防火意识和应急能力，
同时联合交警部门展开违法停车整治。

遮雨棚相接，造成“串烧”

本报12月16日讯 为图
“方便”， 将建筑垃圾随意倾
倒。长沙市天心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大队南托中队查处了
一起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违
法行为， 并对当事车主处以
1500元罚款。

近段时间， 有市民举报，
称在湘江南路七水厂取水口
有人偷倒建筑垃圾。 南托中
队安排执法人员在附近连续
蹲守。13日11时20分，执法人

员将正准备倾倒渣土的曾某
逮个正着， 责令其自行清理
倾倒的垃圾，并依据《长沙市
城市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对
曾某依法处以1500元的行政
处罚。

据了解，对于随意倾倒的
建筑垃圾，地方政府要清除的
费用是企业运输至正规消纳
场倾倒处置费的5倍左右。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任金海

在过去的23年里，59岁的
永州市公安局珠山派出所教
导员黄超富身处过无数次险
境： 上千村民的械斗现场、精
神病人迎面砍来的利斧、即将
垮坝的决口……面对险情，他
总是第一个冲上前。

如今，一场关乎生命的生
死救援，13级台风掀起50米高
巨浪，为护平台救同事，他毫
不犹豫跳入大海，让人们熟知
了黄超富这个名字。

台风巨浪中他跳海救人

部队转业后，黄超富当了
23年民警。 今年3月借调他支
援国防， 参与中船重工第760
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
建设，负责保障工作。

8月19日，所里接到通知，
“温比亚”台风将在天津登陆，
黄超富和相识40年的战友姜
开斌守了一夜。

13级台风卷起四五十米
高的巨浪，不断冲撞着试验平
台， 连接300米长码头的可移
动试验平台眼看就要倾覆沉
没。“保护平台！” 黄超富和姜
开斌奔向平台，研究所所长黄
群也带着研究人员赶来。

一个巨浪把黄群和姜开
斌卷进海里。黄超富拉住一根
缆绳， 从4米高的码头跳入海
中， 努力将姜开斌推举出海
面。此时的姜开斌太阳穴处鲜

血淋漓，似乎没了生命体征。
“死也要把他救上去。”体

力透支的黄超富脑子里只剩
下这一个念头。又一个浪头迎
面而来， 黄超富失去了意识。
漂浮10余分钟，黄超富清醒过
来。摸到一根小绳子，码头上
的同事察觉到下头有动静，赶
紧将他拉了上来。

面对危险他挺身而出

“他是黄老虎嘛。”珠山镇
坦夫村支书黄国众对于黄超
富的壮举毫不意外。1996年3
月，村里与毗邻的杨梅塘村争
夺一块70亩的山地，两个村出
动1000余名壮年男子， 带着
鸟铳锄头刀棍，准备火拼。

时任珠山派出所民警的
黄超富赶到现场。“谁敢动手！
我就抓谁！” 黄超富的一声怒
吼震慑了所有村民。“黄老虎”
的外号在当地不胫而走。

2003年正月初二，黄超富
在石岩头宅田矿区巡查时，发
现一座4000平方米的尾沙坝
出现决口， 眼看有垮坝危险。
他跳进寒冷刺骨的洗矿废水
中，用身体挡住决口。

当他从石岩头派出所调
走时，30多位老乡冒雨跟在车
后，他赶紧一溜烟跑了，“我只
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

这个党龄38年的老党员，
等待生活早日恢复平静，好尽
早回到心爱的工作岗位上：
“只要(国家)召唤，我还能动，
还会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台风卷起巨浪，他毅然跳海救人
民警黄超富：需要我时，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清理干净还要罚1500元

12月16日，长沙四方商贸城两栋楼火灾后狼藉一片。相连的遮雨棚让火势得以蔓延。 记者 张洋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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