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初，居家隔离的许小刚一点
也没有闲着：不是给熟人打电话要资
料，就是回忆过去 10 天发生的点点
滴滴，时不时在电脑上敲出一串串文
字……

7月 22日 21时 30分，一支由发电车、
应急指挥车等组成的车队从我市出发，
在浓浓夜色中向河南郑州疾驰而去。车
上 47名应急救援队员大多是二十出头的
小伙子，年龄最大的，是带队队长、市应
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许小刚。

7月 17日 8时至 21日 6时，河南省发
生暴雨，郑州市平均降水量 452.6 毫米，
最大降水量 906毫米，而郑州常年平均降
水量 641毫米。郑州已成泽国，急需全国
各地紧急驰援。

许小刚在出发前接到通知：仅去人
员，由当地提供装备。但他多了一个心
眼：郑州刚刚遭遇特大暴雨，降雨还在
持续中，各种物资肯定短缺。他安排队
员，除了带上发电车外，还从支队仓库
带走了一半的水泵——10 台，另一半留
着太原防汛用。考虑到灾后生活不便，
他还让车队带了 20多箱方便面、40多件

瓶装水。
他的预判是正确的。23 日 7 时到达

郑州，别的队伍还在等装备，太原救援队
已开进了二七区广秀街办金水源社区鑫
苑名城。该小区被淹的是车库地下二
层，积水 4万多立方米，最深处 2.5米。由
于小区停水停电，绝大多数居民有的投
亲靠友，有的去周边酒店临时过渡。

经过侦察、布置，队员们启动发电
车、安装水泵、连接排水管……紧张忙碌
起来。

在抽排第一个小区积水时，太原救
援队又被分配了第二个小区——东原晴
天见小区。同样地下车库被淹，积水很
多。两个小区同时开工，水泵略显不足，
许小刚给水泵生产厂家打电话增购水
泵。说来真巧，厂家当时向郑州运送水
泵的车辆正要出发，接到电话，又装了一
台。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饿于风
雪。太原救援队的到来，让小区居民看
到了希望，陆续返回家园。有位老太太
拎着一大桶纯净水爬楼梯回家，队员们
看到后主动帮忙。午饭时节，老太太端
了一大盆面食送到队员们面前。后来的
日子里，胡辣汤、烩面等各种河南美食被
小区居民们不停地送来。“河南人民太让
人感动了！”许小刚说。

从部队转业后，许小刚一直从事应
急救援工作，担任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队队长十多年。虽然是个“官”，但
遇到紧急时刻，他总冲在前面。

这些年，一次次事故抢险救援现场，
他置危险于不顾，第一时间深入突进，抢
救被困人员。无论是坞城村居民楼坍塌
抢险救援，还是白桦苑小区居民家中燃
气爆炸；无论是东于煤矿透水，还是阳曲
县高速油罐车侧翻……总能看到他的身
影。

2020 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袭扰全国。从疫情开始，许小刚就
冲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在他的影响
下，队里 20 余名党员放弃了与家人的团
聚机会，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率先成立
了突击队，对公共场所、社区等地开展大
规模消杀工作。在全市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最关键的日子里，除了
医生护士外，许小刚他们可以说是与病
毒离得最近的人。

在防疫物资最为紧俏期间，山西新
华防护器材有限公司收到了市应急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队送来的 300 公升双氧水
消毒液、84 消毒水、苯扎溴铵消毒液，这

本来是上级考虑到队里工作的特殊性，
专门调配给他们用的。“加班加点生产疫
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更需要！”为了充
分保障一线生产企业需求，许小刚将刚
刚调配来的物资又毫无保留地捐了出
去。

许小刚身体力行，带出了一支优秀
的应急救援队伍，为全市安全生产作出
积极贡献。2012年、2015年，他两次被评
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个人；建
党一百周年，又获得山西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经过十天十夜紧急抽排水，太原救
援队圆满完成任务凯旋。返回前，郑州
出现病例，按疫情防控规定，他们需要居
家隔离。

在家的日子，许小刚一直思考：郑州
这次特大暴雨，虽是极端，但城市防汛已
成为一个必须破解的新题。他认真查找
了我市易积水路段的位置、积水量等数
据，结合这次郑州之行，总结了一份突发
暴雨时如何快速有效做好应急救援的材
料，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一大
批符合太原实际的防汛应急装备已采购
配备。

这座城市的安全，总是有像许小刚
这样的一群人守护着……

记者 陈剑

应急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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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即将结束，我市一些社区在假期
针对孩子们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也
接近尾声。为了给辖区中小学生上好暑期

“最后一课”，实现社会与学校无缝对接，这
些社区精心筹备，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赢得孩子们和家长们的欢迎和好评。

有益身心健康
南内环二社区的暑期“最后一课”是

趣味体育课和社会实践课。几十个孩子
先进行了跳绳、丢沙包比赛，随后，社区为
孩子们发放了由辖区居民“太原好人”周
太道、志愿者乔燕给大家购买的水彩笔、
沙包、跳绳、毽子等。体育比赛之后，孩子
们在寇庄北街、南内环街参加志愿者劳动
服务，继续助力创城活动。

暑期活动全部结束，孩子们表示时
间太短，意犹未尽，开学后会利用休息
日，继续做志愿服务，为创建文明太原城
市作贡献。

在这个暑期，南内环二社区的暑期课
程一共开课 8次。从 2017年开始，该社区
总计推出暑期课程 50 余次，参与人数达
1700余人次。

培养环保意识
八一社区的暑期“最后一课”的主题

是“与烟头作战”。孩子们化身“环保小卫

士”，在辖区捡拾收集乱丢的烟头，比赛谁
捡得多。很快，一些观察力、发现力强的
孩子就脱颖而出。

“快来，这边土里埋了好多烟头！”11
岁的施茗静惊呼着，招呼她的小伙伴，一
同将烟头全部清理干净。孩子们耐心找
寻，清理完这一处，继续沿路仔细找寻，
一个烟头，一片纸屑，一根雪糕棍，统统
不放过。沿着军民路向北至长风街再
返回，来回 1000 多米，近一个半小时，满
满一包垃圾，大家没有喊热喊累，干劲十
足。

志愿服务结束，在回社区的路上，11
岁的刘玥涵告诉社区网格员：“阿姨，我回
家后要告诉爸爸，再也不要抽烟了，到处
是烟头，烦人。”“就是，我也要告诉爸爸。
环卫工人太辛苦了。”9岁的张梓渲附和。

提高科学素养
朝阳二社区的“最后一课”是一堂别

开生面的“航天科普课”。
为了激发孩子们对航空航天科技的

兴趣，社区请来科学课教师，结合最近的
航天新闻，找来新闻视频资料，对青少年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航天知识普及。老师
与孩子们一起回顾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发射过程，还观看了航天员聂海胜、刘
伯明、汤洪波在空间站的工作画面。

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作为我国空间站
建造的首次载人飞行，神舟十二号任务承
上启下，十分关键。恰逢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载人航天工程在党的领导下
飞速发展，历程艰难，成就辉煌。中小学
生应该从我国航天事业建设发展的辉煌
历程中汲取力量，激发斗志，发奋学习，报
效祖国。

老师通过典型的事例，生动的语言，
互动式的问答，极大地吸引了孩子们，进
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
热爱。 记者 韩睿 文/摄

本报讯（记者 申波）8月 28
日，24名乘客在朝阳街晋阳小商
品新城乘坐一部电梯时遭遇电
梯故障，空气流通减慢，气温升
高很快，被困者的体感越来越难
受。所幸，接到报警的消防救援
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人们安全
救出。

故障发生在清晨 7 时 30 分
许。据了解，24名乘客一起进了
朝阳街晋阳小商品新城的这部
轿厢较大的电梯里。电梯上行，
刚启动就出现了异常，屏幕显示
轿厢停在了 2 层位置，不上也不
下。起初，这些乘客还能耐心地
等待故障的排除，毕竟轿厢内有
电，头顶的灯还亮着。但随着时
间推移，他们在无法与外界电梯
维保人员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体
感越来越不舒服。被困轿厢内
的一位男士介绍，他当时计划到
6层体检，轿厢停下后，起初感觉
正常，就是觉得周围人多。但逐
渐地，他感觉到呼吸不畅，且轿
厢内温度升高，虽然在清晨时
分，居然出了一身汗。

很快，人们意识到体感的不
舒适源于电梯故障，人们长时间
被困，轿厢内空气流通速度慢，
势必导致氧气含量降低，再加上
被困轿厢的有 20多个人，也会导
致温度上升。轿厢内有人拨通
了报警电话，向消防救援人员求
助。很快，消防救援人员赶到，
打开轿厢门，被困者陆续撤出，
安然无恙。

对这些被困者耐心等待，消
防救援人员表示赞赏。他们提
示，一旦遇到电梯故障，切不可
贸然扒开轿厢门逃离，因为在此
过程中可能坠入电梯井，或者电
梯突然启动造成人员挤压，最好
的办法是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等待救援。
（报料人：胡先生 报料费：30元）

8 月 28
日，太原晋西
春 雷 铜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间内，一派
繁 忙 景 象 。
该 企 业 坚 持
科技强企，拥
有专利 30 余
项 。 产 品 的
全 国 市 场 占
有率约 20%，
排 名 全 国 前
三位，良品率
高 居 行 业 首
位，产品和技
术 获 得 市 场
的 认 可 和 好
评。
记 者
赵世凯 摄

冲在前面的救援铁汉
——记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许小刚

电梯突发故障
24人被困轿厢

消防人员赶到
救出全部人员

驰援郑州

社区暑期课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