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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今天
老消防喜得龙凤胎

2018年11月9日上午，
对于在湖南消防救援总队
任职的刘敏来说， 是双喜
临门的日子。这天，刘敏的
妻子谢媛诞下一对龙凤双
胞胎， 孩子出生十多分钟
后，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授旗。 刘敏一边紧盯
着电视屏幕中的授旗直
播， 一边看着刚出生的宝
宝， 心里充满了骄傲和喜
悦，同事们都开心地笑道：
“我们的‘火焰蓝宝宝’来
‘接旗’了，消防队伍后继
有人！”

刘敏加入消防队伍已
经20年了， 面对妻子谢媛
和这对可爱的“消防宝
宝”， 他除了满满的喜悦，
还有一丝愧疚， 因为每年
的11月9日都是他特别忙
的日子，孩子出生在这天，
估计以后都难得陪宝宝过
生日了。 妻子在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局任
职，作为消防员的妻子，她
对丈夫的“缺席”早就习以
为常，不仅工作表现突出，
多次被选为湖南省和长沙
市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还

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家庭重
担。2019年3月8日，谢媛被国
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评
为“优秀贤内助”。

职业获肯定
前行路上更坚定

今天既是一对宝宝的周
岁生日，也是“火焰蓝”消防
救援队伍的生日。刘敏说，如
今消防改制完成， 社会各界
对消防救援队伍的认同感越
来越高。“很多地方给消防救
援人员提供便利， 比如景区
打折、子女入学优先等等，家
属也多了荣誉感， 消防救援
队伍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
高，事业越来越好，大家都想
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了， 我觉
得我做的那些工作都是值得
的。”

面对妻子和孩子， 刘敏
的声音又有些哽咽：“消防救
援人员对自己的家庭、 孩子
照顾不多， 希望大家多关注
我们身边的‘消防宝宝’们。
在我们救援逆行时， 给我们
更多前进的动力。”面对丈夫
的肯定， 谢媛的回答特别简
单：“消防救援人员工作非常
特殊，我的愿望和大家一样，
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归来。”

“火焰蓝”消防救援队伍成立周年 老消防刘敏的龙凤胎儿女也满周岁

双喜临门迎“宝宝”，消防员齐聚送祝福

11月7日， 湖南省郴州市举行
“防范重大风险、 建设美好家园”大
型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暨“119”消防
宣传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志仁参加活动， 他寄语全体消防
指战员加快转型升级、 锻造铁军劲
旅， 用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幸
福美好生活。

启动仪式在一场大型综合应急
救援演练中拉开序幕， 此次演练设
置了危化品爆炸、高空救援、大空间
厂房灭火等科目，设置楼房爆破、实
车相撞、 油罐车爆炸起火等危险源
爆炸实景灾情，演练了应急响应、信
息传送、调度指挥、力量投送、航空
救援、应急保障、社会联动等15个流
程。 演练期间， 各参演力量发挥所
长、密切配合，以实战化要求和标准
高效快速处置灾情， 达到了预期效
果，特别是直升机充分发挥优势，极
大提升了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11月， 全市将开展“追梦火焰
蓝”训词一周年纪念、“体验火焰蓝”
消防安全大普训活动、“闪耀火焰
蓝”消防公益大展示、“致敬火焰蓝”
媒体宣传大联动四大主题活动。

■通讯员 高阳 何鸽波

消防资讯

郴州市“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近日， 衡阳南岳消防救援大队
在消防安全执法检查行动中， 发现
两家单位存在消防安全火灾隐患，
被责令限期整改。

检查过程中， 消防监督人员重
点对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消
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 消防通
道是否保持畅通等情况进行了检
查，并抽查了员工消防安全常识掌
握的情况。在检查江西五悦酒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衡阳市南岳分公
司时发现该单位部分消防安全标
示设置不符合要求，疏散能道堆放
杂物，东侧楼梯间防火门闭门器损
坏。在检查南岳银苑宾馆时，发现
该酒店2号楼一楼部分疏散指示标
志损坏， 消防控制室主机存在故
障。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队责令两
家单位限期整改， 并做好整改期间
消防安全工作。

下一步， 消防部门还将结合火
灾隐患的排查整改情况， 继续加大
排查力度，并通过曝光和舆论监督，
督促各单位主动、 自觉地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 加快大火灾隐患整
改进度，提升火灾防控能力。

■通讯员 刘慧云

衡阳两家单位存在
火灾隐患限期整改

“破坏大王”
让垃圾成为“宝贝”

“滴滴！滴滴！请交作业！”在
未来的某一天， 你会发现在教室
忙着收发作业的不再是学生，而
是一个机器人， 它穿插在各个小
组中间，忙碌地工作着。

黄昊伟告诉记者， 之所以会
想到发明“收发作业机器人”，是
因为他的组长说收发作业太累
了， 能不能发明一个机器人减轻
负担。 热心的黄昊伟想都没想就
答应了，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当
黄昊伟将“收发作业机器人”制作
出来，放在组长面前时非常自豪，
“刚开始他还不太敢相信，知道我
做出来了，他便是很服气。”

据了解，“收发作业机器人”
会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路线实现
循迹传感器的全自动运行 ，同
时，在机器人前端安装的超声波
传感器会检测是否有需要收发
作业的服务。

黄昊伟的妈妈王文丽告诉
记者，小时候的黄昊伟是个“破
坏大王”， 由于是在爷爷的五金
店里长大，经常和一些零件打交
道，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拆装小
玩具。“记得在他一二年级的时
候，同学们都喜欢玩陀螺，他要
我也帮他买一个，我想这玩具应
该不难做， 就鼓励他自己动手，
结果他还真的用乒乓球和瓶盖
做了一个， 同学看到后都很喜
欢， 到后来， 全班同学人手一
个。” 小到瓶盖陀螺、 水果分拣
器，大到主持机器人、仿生动物，
现在黄昊伟的发明创新作品已
经超百件了， 王文丽告诉记者，
这些作品的制作材料很多都是孩

子从外面捡来的垃圾制作完成。

双胞胎兄弟
为电梯安全“开良方”

来自芙蓉区育才小学六年级
的钟启铭不仅被提名长沙市优秀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 与双胞胎
弟弟钟启瑞共同研发的发明作品
《多电梯运行平稳性监控系统》荣
获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创新成果二等奖。 该作品的主
要创新点是系统时刻检查电梯6
个方向加速度的变化， 由此判断
电梯运行的平稳性。

这一个创作的诞生源自于兄
弟俩有一次坐电梯遭遇电梯的异
常晃动，他们由此进行思考：有什
么办法能提前预知电梯是否安全
呢？ 生活中老旧电梯的存在经常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踩空、被
关、被夹等，为更好地排除这一安
全隐患，他们不断创新，历经四代
产品的创作， 让多台电梯组成一
个大的网络，用手机APP、语音、
灯光等手段及时提醒大家， 构成
一个全社会的电梯安全网络。

科技创新早已完全渗入钟启
铭与钟启瑞生活的方方面面，自
小学三年级开始对发明创新的热
情不断加深， 每天的课程作业在
中午的时候就早早完成， 晚上两
个人就开始钻研科技创新。 由于
他们的父亲是专门做科技、 编程
这一块， 经常会跟儿子一起探讨
发明创造的可行性， 家中还有一
个专门的角落用来搞发明创造，
宛若一个小型的“家庭创客空
间”。难得的是，他们还是班上的
学霸，钟启铭位列班级前六，钟启
瑞位列班级第一。

机器人收发作业，多电梯运行平稳性监控系统……

脑洞大开!看看长沙“小发明家”的作品
每组一个小组长，每天完成各种各样的收发作业任务，然后再

统一交给老师。对于收发作业，你是不是还停留在这种最原始的人
工操作？ 长沙市岳麓区实验小学西校区六年级学生黄昊伟发明了
一款《收发作业机器人》，他希望能借此减轻小组长的负担。

大力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提升青少年科技信息素养成为长沙
教育关注的焦点。近日，包括黄昊伟等10名孩子被提名长沙市优秀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他们如何脱颖而出？长沙青少年科技创新教
育有何新举措？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 杨斯涵 刘镇东

新闻连线

这10个脑洞大开的孩子
11月4日至11月8日，10位长沙市优秀青少年科技创新人

才提名人选情况进行公示，他们是：湖南师大附中高三学生唐
子璇、长沙市明德中学高三学生蔡晓露、宁乡市第十三中学高
二学生易飞宇、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二学生侯依文、长沙市
雅礼实验中学初二学生戴文韬、 长郡芙蓉中学初三学生邓诗
宇、岳麓区实验小学西校区六年级学生黄昊伟、芙蓉区育才双
新小学六年级学生马钒哲、 芙蓉区育才学校六年级学生钟启
铭、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六年级学生张轩铭。

11月8日， 长沙市岳麓区五星消防中队迎来刘敏夫妻和他
们的龙凤胎宝宝。 记者 张洋银 摄

11月8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五星消防中
队迎来了一对周岁“火焰蓝”龙凤胎宝宝，恰逢
消防救援队伍成立一周年之际，20多名消防
员和两个可爱的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
的生日。

■记者 张洋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