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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消防获共青团中央三项表彰
其中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消防救援站团支部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相关报道

广东“
勇敢的雨燕”获评
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信息时 报 讯 （记 者 陈 子垤 通 讯 员
岳 青 ） 五四青年节前夕， 共青团中央、

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消 防救援站辖区，连续 11 年未发生亡人事故火灾。 通讯员 供图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陈 子 垤 通 讯
员 粤 消 宣 ）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获悉，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广
州市天河区珠江东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干部林清峰
和湛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容坚伟，
被共青团中央分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
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和“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据介绍，珠江东消防救援站驻守在
三大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的广州珠
江新城，辖区内汇集全市 80%以上的超
高层建筑，是全国 300 米以上摩天建筑
最密集的区域，而扑救高层建筑火灾是
世界级难题。
2020 年 2 月 10 日 6 时 39 分，小区
天河陶育路暨南花园三栋 15 楼突发大
火，楼内有多人被困。 接到警情后，珠江

东消防救援站迅速启动涉疫警情灭火
救援预案，火速赶赴现场。
到达火灾现场后，队员们马上开展
楼内群众转移工作。 就在这时，电台传
来消息，浓烟已蔓延到 23 层，大批群众
向顶楼跑去，情况十分危急。
据当时参与救援的队员回忆，当时
楼内共有 168 户居民，他们挨家挨户反
复敲门，大声呼喊，浓烟越来越重，大家
的体力渐渐不支，但他们一心想着快一
点！ 再快一点！ 一趟、两趟多次往返，护
送群众下楼， 最终，23 楼只剩最后一户
还未疏散，当他们敲开房门，看到室内
有三位惊慌失措、行动不便的老人和一
名妇女， 其中一位老人还需要坐轮椅，
于是他们背的背，抱的抱，迅速把人员
往一楼转移。
在此次救援中，他们一共救出 5 名

被困人员，疏散了 32 名楼内群众，当队
员们结束战斗走出楼的那一刻，他们听
到了被救群众赞叹：“小伙子们， 好样
的！ ”
2.10”暨南花园火灾这
据了解，像“
样的高层建筑火灾警情，珠江东消防救
援站每年都要参与处理多起，为了能更
好地肩负起这一重担，队员们先后开展
了高空绳索救援、无人机驾驶员、高层
建筑固定消防设施培训等多项专业技
能培训，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的锤炼提
升。
不仅如此，队站还成立青年志愿服
务队，通过各式各样的防火宣传提升群
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2020 年，队站全年
开放营区参观接待群众超 5000 人次，
开展消防知识讲座近 200 场次，辖区连
续 11 年，未发生亡人事故火灾。

全国青联共同颁授第25届
“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 表彰青年中的优秀典型和模
范代表，共计34人、20集体获奖。 现任深
圳市雨燕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党支部书记的张莹莹是全国34名获
奖者中的一员。
张莹莹是一名肢体残疾人，自小患
有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肌肉萎缩零肌
力，行动不便。 她始终坚信奋斗可以改
变命运，2011年参加工作后便投身助残
就业创业帮扶事业， 带领团队创办4家
社会组织、2家企业，在岗员工90%以上
都是残疾人或残疾儿童家属，以多元化
就业模式帮助了2700多名残疾人成功
就业。张莹莹身体力行地激励着更多残
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也因此被
誉为
“
勇敢的雨燕”。
“
多元、融入、平等、参与”是张莹莹
从事志愿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她带领着
“
雨燕” 团队负责深圳市龙华区残联的
“
龙华区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 运营管
理工作， 入驻残疾人自主创业企业16
家， 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150
余场。 同时，张莹莹连续三年为贫困残
疾人开展心理辅导、 就业上岗等培训，
助力脱贫攻坚。
曾获
“
全国自强模范”
“全国文明家
庭”的张莹莹成功入选25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奖名单，自强不息的她还
继续带领着团队，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
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拥有精彩人生。

五一假期，向坚守医护前线的TA们致敬

青年党员用实际行动展现责任与担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 俊 通 讯 员 王
慧 ） 今年
“
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5天，许

多人安排上了外出游玩。 然而，为了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医疗事件、突发急危重症，照看住
院患者， 许多医护人员仍需坚守岗位，
他们中有一批青年党员，用实际行动展
现责任与担当。

90后重症医学科护士：
ICU护理人文关怀，展现铁汉柔情
“劳动节假期都在‘劳动’，这才是
劳动节的意义嘛！ ”广医三院重症医学
科90后男护士何明炜笑着说。 这个好不
容易的5天假期，他有4天都在值班，“其
实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节假日的概
念，只有排班表，如果想要出去旅游，一
般就要和同事换班， 最多也就凑成4天
假期。 ”
一开始选择护理只是被调剂的不
得已选择，没想到读了之后，何明炜发
现， 之前其实对护理存在着许多误解，
尤其是工作后，越来越发现护理工作的
重要性。 在重症医学科里工作极富挑战
天气：多云转雷阵雨，23℃～30℃ 。

性，病人情况往往比较危重、复杂，对护
理工作要求也相应的高。“
和医生相比，
护理工作和病人接触的时间更多，需要
更多的沟通和观察， 而在我们医院ICU
工作中， 也进行了‘
ICU日记’
‘音乐治
疗’等充满人文关怀的项目，以帮助患
者更好的康复”。 何明炜说道。
在大学阶段入党的何明炜当时 只
是觉得党的信仰非常神圣，想要向党组
织靠拢。 工作之后，他更体会到党员和
医务工作者这双重身份的重担，目前是
医院青年团干的他，还承担了团支部青
年团员教育等工作。 何明炜说：
“
让青年
医护人员感受党的教育， 有使命感，才
能更好为患者服务。 ”

95后手术室护士：
锤炼专业技术，更注重人文关怀
5月2日，广医三院手术室青年护士
梁晓怡值了24小时班，工作3年的她，节
假日值班的经历还并不丰富。 有一次元
宵节值班，碰到两台大的手术，每台都
在五六个小时以上，两台手术之间就20
分钟休息，这样的工作节奏之下，她练

何明炜为住院老人吸痰。 通讯员供图

梁晓怡观察手术进展。 通讯员 供图

就了5分钟之内吃完饭的
“
技能”。
作为“洗手护士”，梁晓怡需要提前
为自己负责的每一台手术做好准备，手
术中随时关注进展， 配合好医生的需
要， 随时为主刀医生提供手术器械，为
每一台手术的成功打好基础。 同时，她
也特别注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术前术
后她会温和地跟患者讲解下一步操作，
让患者清楚流程、放松心情，在患者术
后复苏时间，她会温柔地为患者盖上被

子保暖，陪着麻醉科医生一起，等待患
者清醒。
“这不仅是做好本职工作， 也是一
名共产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体现。 ”
在大学时期就成为党员的梁晓怡说，入
党更多是受到艰苦朴素、 正义正直、热
心帮助他人的外公影响。 作为医院的青
年团干，她表示“西柏坡精神”让自己很
受感动，“革命时期的精神并不过时，反
而是激励我们青年一代前行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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