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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黄东强

，海珠区第二金碧花园物业管理处中队长

勇者无惧

徒手爬16楼阳台灭火救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晓素）

今年

4 月 24 日，海珠区第二金碧花园物业

管理处中队长黄东强获选由广东省

广州市委政法委、广州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联合举办 2018 年度广州市见义

勇为好街坊的荣誉称号。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金碧花园二期一栋 16 层高

的楼房突发火灾，屋内 4 名男子被困

其中，在危急时刻，黄东强不顾个人

安危，徒手从隔壁住户的阳台爬进屋

内扑灭火情，并成功救出 4 名被困男

子。 黄东强的义举受到了广州街坊的

点赞。

高楼起火 爬过阳台救人

2018 年 3 月 27 日，7 时 50 分左

右， 金碧花园二期一栋楼房的 16 层

突发火灾。 楼上不断冒出浓烟，有人

从窗户伸出手来呼救。 情况紧急，正

在值班巡逻的黄东强带着同事取了

灭火器具，迅速沿着楼梯爬上 16 楼，

一边疏散住户， 一边准备灭火救人。

“当时起火单位的大门反锁， 怎么撬

都没法打开，情急之下只好拍隔壁邻

居的门。 ”黄东强说，征得隔壁住户同

意后，黄东强带着灭火水带，站到阳

台上。 两个阳台之间有 30 厘米左右

的间隔，黄东强没有丝毫犹豫，他让

同事帮忙把灭火水带绑紧在腰间，迅

速攀爬到发生火灾的楼房里，同事再

递来灭火器。

进入火灾现场后，黄东强用衣服

捂住口鼻，蹲低身体前进。 很快，他确

定起火的是客厅的电瓶车，并烧到旁

边的冰箱。 他用灭火器对准目标喷

射，不到十分钟，就将屋内火情扑灭，

随后迅速冲进房间将 4 名被困男子

救出。“当时我一脚踢开房间的门，发

现屋内 4 人因吸入太多浓烟，快要瘫

倒在地，好在拯救及时，否则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 ”黄东强灭火后出来，脸

早已被浓烟熏黑。

事发后， 消防队以及街道派出

所、安监中队、居委会等单位也立即

赶到现场处理。

救人之后 一直瞒着家人

1989 年出生的黄东强曾是

广东茂名石化公司消防支队的

一名消防员。 在 3 年的消防员生

涯中， 黄东强经历过数十场火灾，还

曾参与 2017 年 4 月 13 日茂名市某

石化乙烯厂区的火灾救援。 他知道，

在火灾里，一分钟的延后，都可能导

致一条生命的逝去。

黄东强告诉记者，自己以前在消

防部队当过消防兵，受过几年专业的

训练，这不仅培养了他专业的消防技

能，更让他始终把群众的安全放在第

一位，“其实事后想想还是有点后怕

的，当时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

下，徒手爬 16 楼确实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但在那

样一种紧急情况下是容不得我顾及

太多的，毕竟救人才是最重要的。 ”

据悉，救火的时候，黄东强刚当

上爸爸，因为害怕刺激到还在产褥期

的妻子，黄东强对于救人一事一直守

口如瓶。 直到作为见义勇为候选人参

与网络投票时， 他发了一个

朋友圈拉票， 妻子和父母才

得知此事。 家人虽然口头上

有所责怪和担心， 但还是为

他感到骄傲。黄东强希望，儿

子能子承父业，也成为

一名军人。

当过消防员的黄东

强始终把群众的安全放

在首位。 通讯员供图

人物：

段建兵

，瑞宝司法所调解员

调解能力强

尽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晓素 实习

生 丘敏华）

今年 45 岁的段建兵，曾

在海军部队服役 20 年，2013 年 12

月从部队转业后就从事人民调解工

作，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兵哥”。去年

11 月调任瑞宝司法所以来，他已参

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0 多宗。 据

悉，五年多来，段建兵深入调解工作

一线，尽显军人本色，为群众排忧解

难， 凭借出色的调解技巧和专业能

力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近日他还

被评为海珠区十佳调解能手。

热情+公正+耐心是调解工

作必备

“干一行必须爱一行”， 段建兵

说道，“首先要热爱调解工作， 多付

出精力和心思去钻研， 调解起来才

能游刃有余。 ”自去年 11 月调任瑞

宝司法所以来，段建兵下沉基层，先

后走访了瑞宝街 19 个社区调委会

和 3 个行业调委会， 摸清了辖区的

社情、民情，掌握该区域矛盾纠纷的

特点。

在调解矛盾时，段建兵表示，公

平心和耐心缺一不可。“‘一个巴掌

拍不响’，矛盾的发生肯定不是一方

的责任， 所以调解时绝对不能带有

倾向性，不得有偏袒之心。 ”他坦言，

调解工作并不好做， 经常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

耐心，坚持不下去，那么一切努力都

会前功尽弃，“有时我从早上开始调

解，一直到晚上 12 点，第二天还得

继续。 为了群众， 必须得耐心和坚

持。 ”

坚持法、理、情相结合的原则

段建兵告诉记者， 人民调解员

的职责就是力争将各类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 如人身损害、 经济纠纷

等，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

街道”。在调解过程中，他不仅公正、

耐心，也始终秉持法、理、情相结合

的原则，“‘法、理、情’就是调解工作

的三大法宝。 ”

去年 12 月， 瑞宝街一男子在

家中纵火， 导致妻子死亡， 留下一

个尚在读小学的幼女。 死者的妹妹

（女孩的小姨）

想直接将女孩带走，

由于监护权还在女孩父亲手中， 涉

及法律问题， 小姨被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多次阻拦。 于是， 段建兵多次

跟孩子小姨沟通， “不是随便就能

带走孩子的， 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获

得监护权， 完善手续， 否则于双方

而言都不是好事。” 但对方仍然不

理解， 认为他们在故意阻拦， 不配

合工作。 段建兵只能一边给她讲法

律知识， 一边了解在看守所的女孩

父亲的监护权委托意向， 并让他撰

写监护权委托书。 最终， 经过耐心

引导，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女孩的

监护权委托给外公外婆， 孩子小姨

对结果十分满意。 段建兵说， 被当

事人误解是常有的事， 但仍要面带

微笑继续调解， 并以法律为准绳，

才能确保调解工作的公正性， 更好

地维护当事人利益。

今年 3 月， 段建兵接到一起老

人委托保姆投资纠纷案。2016 年，70

多岁的老人在没有任何委托手续的

情况下将 50 万元现金存入保姆名

下理财，后来保姆将此款挥霍一空，

并否认这笔钱是老人的。 老人多次

报警无果后，干脆住进了保姆家里，

并求助瑞宝司法所。

得知老人的诉求后， 段建兵让

老人搜集了银行转账记录， 但鉴于

没有委托协议， 证据仍然不足。 于

是， 段建兵不断召集与保姆及其家

属沟通，讲道理、摆事实，“这件事确

实是你们理亏， 拿着别人的钱乱花

本就不对。老人岁数也这么大了，现

在还住到家里， 不也影响你们生活

吗？ ”最终，保姆的子女们凑钱先还

了一半资金， 并签订协议承诺另一

半分期偿还。

五年多来， 段建兵成功化解了

多起矛盾纠纷， 调解成功率达到

95%以上，获得大家的认可，但他谦

称自己是“半路出家”，法律知识和

调解经验还不够丰富，“与所里科班

出身的同事相比还是差远了。 ”打铁

先得自身硬，针对自身的不足，段建

兵不断“充电”，平日里阅读、钻研有

关法律、调解技巧的书籍。 在学习工

作中遇到典型案例，他都会记下来，

并向同事请教自己遇到的疑点、难

点。

段建兵近日被评为海珠区十佳

调解能手。 丘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