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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苏苏：：把把““火火焰焰蓝蓝””的的故故事事讲讲给给更更多多人人听听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魏盟盟：疫情时坚守海外项目一线的“90后”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赵燕军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首首都都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首都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
为首都人民守夜的职责， 我和同
事们每天都奋战在灭火救援、抢
险救灾和火灾防控的第一线，能
够作为这支英雄辈出队伍中的一
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
徐苏说。 她是门头沟区消防救援
支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科一名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干部。

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认真
履行职责的同时， 徐苏充分发挥
文艺特长，编排文艺作品60余部，
参加慰问演出100余场，将消防与
安全的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规范档案管理让她为领
导当好参谋助手

从2012年到2014年， 徐苏在
原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轨道交通
支队防火处负责内勤工作。 工作
中 ，她 一 丝 不 苟 ，保 质 保 量 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确保工作正
常运转。

对于本职工作， 徐苏按照内
勤工作职责，发挥主观能动性，起
草制定各类情况通报、工作简报、
规章制度、工作总结、宣传稿件、
筹备各类会议材料以及做好党的
十八大会议的消防安保、APEC会
议消防安保等档案归档工作。

虽然内容繁杂、任务艰巨，但
徐苏没有出现漏报、错报等问题。
共接收归档上级机关文件84份，
汇总各类信息1000余条， 报送信
息材料200余份，编写消防工作简
报、稿件30余篇，筹备北京市公安
局公交总队消防调度会、 地铁运
营公司消防工作推进会10余个。

值得一提的是 , 在完成接收
消防执法档案管理工作后， 徐苏
制定了档案室管理制度， 规范了
流程，建立各类档案目录。她共整
理各类档案1500余份， 在总队连

续两年的执法质量考评中名列前
茅。 “这些没有什么，都是我应该
做的， 目的是为领导当好参谋助
手。 ”徐苏说道。

深化业务学习让她高效
服务办事群众

2015年1月 ， 徐苏调入原北
京市公安消防总队门头沟消防支
队防火处工作， 在窗口从事受理
接待工作。 作为窗口接待人员，
徐苏一直牢记让群众满意而归的
宗旨意识， 营造公开、 规范、 高
效、 便民的文明窗口。

“因为我深知， 对于办事群
众而言， 窗口的形象不仅代表门
头沟消防支队的形象， 更代表首
都消防队伍的形象。” 徐苏说。

在日常接待和业务咨询工作
中， 徐苏坚持一次性告知及首问
责任制的原则， 以热情的工作态
度接待办事群众， 得到了群众的
认可与赞许。 工作中， 她还利用

申报人等候的时间， 发放各种消
防宣传材料， 动员各申报单位和
申报人积极参与到消防安全工作
中 。 徐苏共发放各种宣传材料
3000余份， 接受电话咨询1500余
次，现场宣讲1000余人次。

特别是在2018年北京市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以来， 徐苏充
分利用业余时间， 学习相应的法
律法规知识，学习各种消防法规、
消防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特别
是新颁布、新修订的规范、标准。
“由于改革政策不断在更新，窗口
工作业务性比较强， 我在工作中
非常注意加强业务学习。 ” 徐苏
说。 业务理论知识是做好业务工
作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她告诉自
己， 务必要努力学习业务理论知
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持续深入的学习为徐苏带来
了收益。 她取得了公安消防岗位
资格一级证书，发表了论文《关于
消防水箱设计问题的探讨》《浅谈
网格化在社会消防安全管理中的

作用》《山区农家乐消防安全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抱着
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 她不断向
前辈学习，从书本上寻理论，从实
践中找规律，不断积累知识。

此外， 她还主动对接区级各
个相关委办局， 了解新政、 宣传
新政， 对待群众来访有问必答 ，
坚持一次性告知及首问责任制的
原则， 让群众少跑腿， 真正全心
全意为群众服务， 让办事群众满
意而归。

多年来， 徐苏参与并圆满完
成了每年春节、元旦、两会、国庆
安保等重大消防保卫工作。 累计
参加监督检查、 执行勤务500余
次，单位检查1000余家，做到除患
务尽，保证安全，圆满完成各项安
保任务。 在2013年和2015年，徐苏
荣立三等功两次。

用好特长让她创作众多
消防题材宣传作品

作为消防救援人员， 徐苏经
常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 深入基
层中队，帮助消防员们排练节目。
去的多了，熟悉了，大家都亲切的
称她为“徐老师”。几年来，徐苏参
加慰问演出100余场，编排文艺作
品60余部。 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
产量， 徐苏说：“是因为消防员们
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同事们就是
我创作的源泉。 ”

有一年，徐苏刚到支队工作，
一次在给基层指战员排练时，突
然警铃声响起， 消防员们拔腿就
跑，瞬间她眼前便空无一人。 “警
铃如同战斗的号角声， 火场中时
间就是生命。 我可爱的同事们在
党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时刻，义
无反顾的挺身而出， 哪怕是一条
不归路。”徐苏说。就是这个速度，
消防员的速度深深的撞击着她的

心灵。
多年来， 让徐苏感动的经历

还有很多。 一次， 她带队参加文
艺汇演， 比赛前需要封闭训练几
天。 一名中队消防员给她打电话
请假 ： “徐老师 ， 我受伤了 。”
“严重吗？” 徐苏问道。 对方回答
说： “我的后背烫伤了， 需要每
天换药， 我可以每天往返参加训
练吗？”

徐苏安慰说：“要是严重就不
要参加了，好好在家养伤。 ”可这
名消防员坚定地说：“不， 我一定
要参加，排练那么长时间了，同事
们都在为比赛做准备， 不能少了
我一个。 ”

徐苏告诉记者， 就是这名消
防员的一句 “不能少了我一个”，
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和比赛场上
团结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给各
位评委和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最终荣获了一等奖。

2012年， 徐苏编排的消防题
材舞蹈 《烈火青春》 作为单位唯
一推荐的作品， 参加北京市青年
艺术节比赛获得铜奖。 2014年徐
苏参加 “为祖国放歌” 全国公安
系 统 文 艺 创 作 汇 演 自 编 自 演
的 舞 蹈 《忆 》 获得金奖 。 2016
年， 徐苏被北京市公安文学艺术
联合会评为 “首都警营表演艺术
十佳”。 2017年， 徐苏入选首都
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库 。 2018
年， 徐苏参加北京市法制文艺大
赛 ， 编排的节目 《过了命的兄
弟》荣获一等奖。

“每名消防指战员都是一名
‘忠诚可靠’的英雄，每名指战员
都有一份 ‘赴汤蹈火’ 的英雄事
迹。 ”徐苏说，是同事们给了她太
多的感动， 才能创作出许多反映
消防救援人员训练、战斗、生活的
文艺作品。 “我为有这么一群可爱
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

中国援老挝玛霍索综合医院
项目是中老两国元首共同奠基的
政治工程，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里程碑工程， 也是中国给老挝人
民的一份珍贵礼物， 还是北京住
总集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
大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有一位年
轻人， 他肩负国家利益和企业的
使命担当，在项目现场挥洒青春。
他就是北京住总建设安装公司的
年轻项目部经理魏盟盟。

2020年春节前， 公司让魏盟
盟独自一人前往老挝项目部。 因
为在其他项目部成员和劳务队到
达之前，他作为项目部负责人，需
要提前过去与总包单位接洽一些
问题。 这使他放弃了近在眼前的
春节假期。谁承想，疫情的发生打
乱了所有部署。没办法，一切问题
和困难只能由魏盟盟一人在异国
他乡与老挝方面人员进行协商和
解决，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

在项目上紧锣密鼓般的筹划
后续工作时， 魏盟盟家里传来了
一个消息， 他的妻子怀孕了。 每
天午饭后和晚上休息前， 他都会
和妻子进行视频电话。 这个时候
真的要感谢通信的发达， 否则连
最简单地看一眼， 怕也是很难做

到了 。 随着妻子怀孕的情况稳
定， 开始了折磨人的孕吐。 魏盟
盟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这一
切我都无法与妻子共同承担， 哪
怕是倒一杯水。” 妻子偶尔也会
透露出看着别人老公陪着产检
的羡慕心情， 可是项目部只有他
一个人在当地开展工作， 无法回
国。 他也对妻子 “许诺” 会在她
临盆前想办法安排好手上工作，
回去陪她， 但他知道， 这也许只
是一个空头的许诺。 好在妻子非
常理解、 支持他的工作， 常常也
会安慰他照顾好自己， 把工作做

细， 做出中国式的建筑， 为祖国
争光。

谁能想到， 在前期工作总算
快要做完， 马上就可以和家人见
面时的3月， 这个东南亚最后一
个零疫情的国家失守， 出现了新
冠肺炎病例。 为此， 老挝总理连
下三条禁令， 正在建设中的玛霍
索综合医院项目面临物资供应紧
缺、 多个岗位空岗的困境。 “90
后” 的魏盟盟是第一次来海外工
作， 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 让国
内的同事 “出不来”， 独守项目
现场的他 “回不去”。 原本在老

挝停航前就可以休假的他， 毅然
放下手中的机票， 选择留下。 他
说 ： “我是来做前期准备工作
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走了， 影响
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 整个后续
工期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也
想回家陪伴家人 ， 但我得留下
来， 这是我的责任！” 一切问题
和困难， 只能再次由他一人进行
协商和解决。 一个人的战斗， 又
开始了！

随着老挝疫情归零以后， 技
术组启动了国内来人的审批手
续。 在集团公司及当地技术组的
努力下， 国内的工作人员在6月
20日到达了老挝， 150天的等待
终于有了进展。

7月， 这个时候魏盟盟已经
离家半年了， 距离妻子的预产期
还有70天。 他准备开始申请回国
陪产的假期了， 一系列的申请流
程下来， 才发现这件事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简单。 虽然老挝疫情得
到了控制， 但是海外疫情却依然
严重， 受疫情影响， 一切的事情
显得比平时更加慎重。 他最终还
是又一次选择不回国 。 这一决
定， 将使他错过自己第一个小宝
宝的出生。 面对哭泣的妻子时，

他也只能苍白地说： “对不起！”
因为项目图纸是他做的， 现场他
最熟悉， 此时他回国， 工程进度
要受影响、 延误。 “我是党员，
党员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魏盟盟说。 好在妻子最终还是选
择了谅解。

平均每天， 魏盟盟要拿着图
纸在项目工地上走2万多步，时不
时就停下来对照现场仔细检查图
纸， 遇到问题赶紧与北京这边技
术人员进行沟通， 晚上还要组织
项目人员开例会， 研究工程进度
和技术问题。 在完成项目的工作
之外， 他还要协助支部书记做好
项目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他总
说：“这是公司给我的一次机会，
也是我人生中一次历练的机会，
我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不辜负祖
国和企业的重托。 为企业海外事
业发展和管理探索做出自己的绵
薄之力。 通过不懈努力注定会向
国家、向企业交回满意的答卷。 ”

老挝项目一期预计在2021年
元旦前交工。 目前， 在国内外的
努力下， 该项目正在稳步展开。
一直坚守在此的魏盟盟， 正与团
队一起， 为该项目能够获得境外
鲁班奖而打拼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