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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江
苏
最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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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青

任小青，男，
1965 年 9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无
锡市应急管理局安
全生产监察支队
副支队长，先后
被评为江苏省危
化品监管先进个
人、省安全生产
执法先进个人。

1988 年 南 京
化工学院化学工程
专业毕业后，任小
青进入企业工作，
担任过大型化工企
业化工工艺师、项目负责人、厂长、技术部经
理等职务，先后荣获“无锡市中青年专家”“江
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2005年，本可
进一步在化工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服从组织
安排，进入无锡市安监局（现应急管理局）工
作。此后，工作岗位几经变换，但任小青始终
没有离开过危化品安全监管领域。

作为专家型执法者，任小青被称为无锡危
化品监管的“愣头青”：危化品爆燃事故、聚
苯乙烯火灾事故、液氯槽车翻车事故……每每
出现危化品险情，任小青都不惧危险，冲在第
一线；一周5天工作日，他至少有4天在危化
品监管执法一线，每次进企业，都会在查隐患
之余，以专业特长为企业全方位“诊断”，给
危化品系上“安全带”；整治违法违规“小化
工”，他亮铁腕出重拳，组织关停取缔了50多
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立案查处60多家，
累计处罚金额500多万元。去年7月的一天，
他在江阴检查化工企业时，接到宜兴某地化工
厂内有违法违规“小化工”的举报，他立即带
队赶赴现场，当场查获10只600公斤装的环氧
乙烷钢瓶，并连夜处置了现场生产设施和违法
储存的环氧乙烷，排除了隐形的“炸弹”。

“执法工作是容易得罪人的活，但安全的
底线绝不能破。”任小青说，应急人就是挑担
子的人，选择了这份事业，就意味着时刻准备
挑重担、上前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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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松

杨 松 ， 男 ，
1973 年 9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徐
州市泉山区应急管
理局局长，先后
荣获全国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先进
个人、徐州市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
等多项荣誉。

泉山区是徐州
市的主城区之一，
商贸集聚、人员密
集。2015 年任局
长后，杨松推动泉
山区在徐州主城区率先成立安全生产监察大
队、街道办事处安监办，推动建立安全生产季
度督察考核机制，创新推行“闭环式”执法。
他还建立安全生产包挂制度，率先全面推开安
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划分区级党委政府、
行业部门、街道（园区）、社区、生产经营单
位5级1273个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建立分级监
管清单，挂牌公示“一格一员”。

他积极推进区级“大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建成了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对重点行业企
业和主要风险部位进行24小时视频监控；成立
应急救援中心和应急救援突击队，建立全国第
一支“机器人应急救援队”，高标准筹建区域
性应急物资储备库。2019年春节前夕，一场大
雪压坏了辖区一家大型商场的钢结构仓库顶
棚，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坍塌。杨松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连夜查看险情，并当即协调专业救援
队前来拆除抢修，把企业损失降到了最低。

工作中，他心系百姓、敢于担当。面对老
旧小区消防隐患突出老大难问题，靠前一步，
推动小区消防隐患整治、城中村消防点建设、
居民家庭漏电保护器全覆盖安装等一批民生实
事落地落实；面对淮海汽车城火灾事故，身先
士卒，带领工作组吃住在现场，有序组织事故
调查和善后工作。

多年来，泉山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工业企业连续12年未发生亡人事故。

杨成栋

杨成栋，男，
1966 年 6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常
州市钟楼区应急管
理局危化品监管科
科长，先后荣获全
国安全生产监管监
察先进个人、江苏
省危化品监管先进
个人、“最美常州
人”等荣誉。

自2002年钟楼
区安监局成立以来，
6000 多个日日夜
夜，杨成栋一直战斗
在第一线，坚守在危化品这个“火山口”上已经19
年了。他是全局8小时以外赶赴现场核查投诉举报
最多的同志，历年来从未休过公休假。

他的心里有一张安全生产监管“活地
图”。 2009年担任危化科科长后，一家家跑企
业，详细了解每家危化品企业的情况，建立重
点监管企业信息库，清楚掌握各类危险源。钟
楼区拥有长三角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7万平方
米冷库涉及大批涉氨制冷企业，杨成栋经常在
夏天里捂着羽绒服“泡”在现场，一家一家摸
排安全隐患，推动了5家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在
他的努力下，全区危化品企业从53家压降到22
家。对现有的22家危化品企业，他协调推动风
险评估分级，在全市率先完成危化品企业“四
色图”公示、网上登记备案、企业风险分布档
案和“一图一表”等工作。

每年春节前后，是杨成栋最忙碌的时候。
2018年春节前夕，他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市场
上有不少伪劣烟花爆竹产品。他从零售商户口
中打听到一个“模糊”地址，骑着自行车摸过
去一点点排查，半夜里还去蹲守，终于发现了
仓库。前后3道门，仓库还养了狼狗。最后，他
会同公安、消防等部门，查处了这家非法经营
企业，查获并销毁5980箱伪劣烟花爆竹，整整
装了15辆卡车。

2002年至今，钟楼区未发生一起危化品安
全事故。

李 俊

李 俊 ， 男 ，
1975 年 11 月 出
生，中共党员，现
任南通市通州区先
锋街道安监局局
长，先后荣获南通
市安全生产工作先
进个人、全国安全
生产监管监察先进
个人等荣誉。

2010 年 从 部
队转业到地方安全
生产监管岗位后，
李俊埋头苦学专业
知识，很快就从一
名“门外汉”成长为“老行家”。他结合地方
实际，探索总结了布好镇级、村级、专属“三
张网格”，配强专业委员会、安监专业人员、
驻所专家“三支队伍”，高举联动执法、联合
攻坚、联合惩戒“三把利剑”的“三三”监管
模式，以及“勤查、勤记、勤说”“三勤”工
作法和“清单化管理”等务实管用的监管方
法，为其他乡镇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宝贵经验。

先锋街道素有“色织之乡”之称，有企业
近千家。为推动企业自查自纠、部门随时监
控，李俊积极引入科技手段。经过与专业人才
的反复探索和共同研发，2020年初，先锋街道
首创“安全隐患直报平台”，把查隐患、治隐
患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企业，企业隐患到期没有
整改的，系统自动报警。不仅如此，李俊还推
动每年收集归档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基础资
料，并逐村建立目录索引，通过建立“一企一
档”，实现底数清、情况明。

他还是一名“狼”性干部，面对企业仓库
熊熊燃烧的大火，他第一时间冲进火海，抢出
大火炙烤下的液化气钢瓶；顶住当事人的又哭
又闹、连续跟踪，带队查处取缔了多起违法违
规“小化工”，用实际行动夯实安全生产“最
后一公里”的坚实底盘。街道群租房火灾隐患
整治期间，他每天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做工
作，用2个月的连续奋战，啃下了248户群租
房安全难题。

居海华

居海华，男，
1979 年 9月出生，
中共党员，2003
年到省地震局监测
中心观测技术室工
作，2019 年至今
挂职担任江苏省徐
州地震台台长，带
领徐州台一跃成为
江苏省优秀台站，
多次获得“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在华东片区乃
至全国地震系统，
江苏省地震局的仪
器运维技术团队鼎鼎有名，连续十多年获得
全国地震前兆台网系统运行评比前三名。居
海华，就是团队的负责人。仪器运维工作需
要常年出差，去勘选场地、安装、调试、检
查、维修仪器等，以便准确捕捉地震数据。
为此，居海华几乎每天都在路上，200多个
观测点、300多套观测仪器，从紫金山到连云
港的无人岛，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出差200多
天，足迹踏遍江苏大地，他研制的地震观测
仪，在全国100多家地震台得到应用。

2019年10月，为推动省属台站的防震减
灾事业发展，居海华被省地震局选派到徐州
地震台担任台长。到徐州台后，他一手抓业
务，一手抓科研，规范台站工作机制，提升
地震观测资料质量，并牵头申请课题，手把
手带领台站年轻人投入科研。徐州是全国煤
矿冲击地压防治任务比较重的城市。立足这
一实际，他广泛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徐州地
震台的技术优势，研发用于煤矿冲击地压防
治的新型监测仪器，推进地震行业技术在煤
矿冲击地压防治中的应用。

“宁可千日无震，不可一日不防。”正因
为深刻认识到地震信号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性，居海华时刻绷紧地震应急的
这根弦、始终坚守地震监测第一线。为此，
他顾不上年幼的孩子，也没能见上患癌父亲
的最后一面。

丁良浩

丁 良 浩 ，男 ，
1982年10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南
京市鼓楼区方家营
消防救援站站长助
理、三级消防长，曾
作为英模代表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接见，先后荣立一
等功2次、二等功1
次、三等功8次，获
得“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全国十大
杰出消防卫士”“全
国最美应急管理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

丁良浩有着许多别人忍受不了的“习惯”。
在盛夏的三伏天里身着全套战斗服训练，让自
己“烤一烤”；在寒冬腊月里只用一床薄被裹身
而眠，让自己“冻一冻”，之所以对自己这么

“狠”，是为了不断挑战身体极限，以适应火场中
的严酷环境。

“面对困难，要敢于亮剑。伤疤是消防员最
好的勋章，救人于危难是对‘火焰蓝’最高的褒
奖。”这是丁良浩骨子里透出的勇猛血性。他
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在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2008年，汶川，他冒着
余震和二次坍塌的危险，果断进入发现生命迹
象的洞口，徒手将碎石、混凝土一块一块搬出，
为被困者打开了生命通道；2016年，靖江，他顶
着高温热辐射、冒着被流淌火包围的危险，在
齐腰深的沸水和泡沫液下，成功关闭燃料泄漏
阀门；2019年，响水，他蹚着强酸积液奋战七天
六夜，坚持给幸存者以希望，给逝去者以尊严；
2020年，南京，他带领班组连续15天挖土筑
堤，填装沙土5000多袋，筑起防洪围堰500多
米，确保防汛安全。

3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营救遇险群众
200多人，工作20年来，丁良浩一次次站在最
前面、冲在最险处，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消
防员的绝对忠诚，践行了“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吴应强

吴应强，男，
1997 年 4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泰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应急通信与车辆勤
务站三级消防士，
先后获得“江苏青
年五四奖章”“泰
州 市 劳 动 模 范 ”

“最美泰州人——
青年人物篇”等荣
誉称号。

“我要在消防
队伍，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2013
年夏天，吴应强怀着一腔抱负离开家乡湖南涟
源，开始了自己的消防之旅。进入消防救援队
伍后，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钻研通信设备
上，常常在机房一待就是一天，很快就成为大
家公认的通信专家。每次参加灭火救援，他都
能及时向现场指挥部传输第一手图像资料，为
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收集好每一次现场信息，传输好每一场救
援资料，充当好指挥部的眼睛，这是吴应强对
自己的严格要求。2016年4月，靖江德桥仓储
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十几层楼高的冲天烈焰熊
熊燃烧，吴应强没有丝毫畏惧，主动靠近火场
架设4G图传，第一时间向指挥部传输火场图
像；2016年6月，盐城突遭龙卷风侵袭，他第
一时间深入灾害中心，侦查现场情况，为救援
人员提供现场准确信息。

2019 年 3 月 21 日，响水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发生爆炸，面对复杂的现场环境和紧
急的救援任务，吴应强和战友边摸索边前
进，3 次深入核心区域搜救。由于连续作
战、身体透支，再加上现场路况不明，冲在
最前面的吴应强不慎滑入被泡沫覆盖的浓硝
酸坑洞中，身体被严重灼伤。目前仍在南通
大学附属医院做康复锻炼。“如果时光回到
两年前，我依然会像我的战友们一样，奋不
顾身、冲锋在前。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使
命。”吴应强说。

平国芳

平 国 芳 ，女 ，
1984 年 6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苏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火调技术处副处
长，先后 3 次荣立
三等功，获评“江苏
消防青春榜样”“全
国消防救援队伍优
秀女干部”等。

大火过后，凌
乱的现场只留下一
片废墟，火灾“真
凶”到底在哪儿？
平国芳的工作就是
在火场废墟中寻找蛛丝马迹，抽丝剥茧，还原火
灾真相。2006年从武警学院火灾勘查专业毕业
后，平国芳便被调入苏州支队火灾调查科从事
专职火调工作，至今已有15个年头。她就像是
专门面对废墟的谈判专家，要想方设法，让沉默
的废墟开口说话。

2012年“4·19”常熟金像电子有限公司火
灾，2013年苏州高新区“4·27”较大亡人火灾，
2015年昆山“8·2”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特别重
大粉尘爆炸事故……每次参与火灾调查，平国芳
都将女性特有的细心、坚韧与火调工作的严谨、
缜密巧妙融合，至今已参与火灾调查1000余起，
查清率达100%，是名副其实的“火场女神探”。

2017年7月，常熟虞山镇一小区发生火灾，
现场情况异常惨烈，22人丧生。火灾发生后，平
国芳顶着现场超过50℃的高温，深入火场进行
全面细致的勘验，终于在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
后，找到了重要痕迹和物证，为第一时间确定事
故性质提供了有力依据。最终，在犯罪嫌疑人
自杀身亡、零口供的情况下，这个事故的真相得
以还原。“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公道和正义还给
遇难者，这就是我们作为火调员的价值所在。”
平国芳说。

火场即战场，平国芳犹如一朵铿锵玫瑰，将
自己的知识与力量化作一把利剑，击穿了重重
困难与坎坷，成功化解了无数危机与险情，守得
一方平安。

蒋永伟

蒋 永 伟 ，男 ，
1987 年 6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盐
城市消防救援支队
西环路特勤站站
长、二级指挥员，先
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2次，被评为“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盐
城市十大忠诚卫
士”，荣获“江苏青
年五四奖章”。

自 2006 年 入
伍以来，冲火海、抢
险情，救人命、斗死
神，是蒋永伟工作中的常态。15年来，累计参与
灭火救援6000余次，抢救被困群众200余名，保
护和抢救财产价值超2亿元。在他的记忆中，

“一天连续出警的最高纪录是30次，连夜奋战完
成各项救援任务，一直到第三天才回来。”

2012年 12月的一个午夜，辖区一家酒店
起火，有人被困在五楼阁楼里。“当时火场温度
很高，能见度几乎为零。”蒋永伟摸索着从一楼
行进到五楼，却不慎踩空，从五楼垂直摔落到
一楼，空气呼吸器气瓶炸裂、电台摔碎、头盔破
裂，无法动弹，呼吸困难。“当时完全蒙了，我以
为脊柱断了。”不幸之中的万幸，身后背着的空
气呼吸器气瓶先着地，起了缓冲作用，不过他
还是断了3根肋骨。

类似的深入险境，对蒋永伟来说并不少
见。在“6·23”阜宁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
抢险救援中，他带领中队连续奋战约80个小
时，先后救出被埋压群众 11人，疏散群众近
400人，转移危险化学品数十吨；在响水“3·21”
事故救援现场，他带领指战员连续作战，搜救
被困人员7人，“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受灾群
众这一句略带哭腔的报平安，感动了现场救援
人员和无数网友。

“站长，站在险情最前沿才是一站之长。”他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基层指
挥员，他始终不渝地冲在急难险重任务最前线，
用青春和热血诠释着人生的价值。

崔中国

崔中国，男，
1986 年 5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为中
国安能集团第二
工程局常州分公
司抢险救援大队
（江苏省应急抢险
队）副大队长，曾
荣立个人二等功1
次，多次被表彰为
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基层干部、抢险
尖兵，所带中队连
续 16 年 被 评 为

“标兵中队”，被表
彰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记集体一
等功2次。

伴随武警水电部队的改革转型，崔中国自
2003年入伍开始，就与应急救援结下了不解
之缘，先后参加过数十次重大抢险行动。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崔中国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在废墟中小心翼翼地救出一名新生婴
儿；2016年福州泰宁和浙江苏村山体滑坡，
他第一个跳进泥潭和碎石中，寻找遇难者遗
体；2020年 7月，全国多地连续暴雨，在家
休陪产假的他，得知江西鄱阳县需要支援的消
息后，带领 33 人小分队闻灾而动、千里驰
援，在水里连续泡了十几天，堵上共计300多
米的决口，凯旋后又马不停蹄投入我省防汛抗
洪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一走就是3个月。

选择“应急人”这个身份，既是崔中国作
为一名水电兵的职责所系，更体现了他对应急
事业的满腔热血、无限热爱。其实，转企后，
崔中国原本可以选择在机关部门工作，过上令
人羡慕的央企“白领”生活，但在2019年初，
得知要重新组建抢险救援大队时，他连夜向领
导报告，主动要求承担这项艰巨任务。

从橄榄绿到救援红，从普通一兵成长为
大队指挥员，工作17年来，崔中国爬过深山
险壑，蹚过污水泥潭，搜过废墟危房，堵住
湍急决口，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应急人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

在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防灾减灾救灾第

一线，我们总能看到应

急人的身影，他们既是

冲 锋 在 前 的 “ 急 先

锋”，也是后方筑起的

“防护盾”。

为展示应急管理战

线的崭新形象和时代风

采，发挥先进典型示范

引领作用，2020年12月

3日，省委宣传部、省

应急管理厅和省总工会

联合下发通知，启动江

苏省首届“最美应急

人”选树学习宣传活

动，遴选宣传具有代表

性的先进个人。经过逐

级推荐、多轮评选，最

终选定 10 名“最美应

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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