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都市］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2021年8月27日 星期五

声明
吉 林 省 中 国 画 学 会 不 慎 将 银 行 核 准 号 ：

J2410015222902的开户许可证、公章及法人章各1
枚遗失，声明作废。

8月4日上午，吉林市
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
长徐飞联合高新派出所教
导员、所长会商辖区“十小
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工作。
会议就如何抓好当前辖区

“十小场所”消防安全工作
进行了会商，徐飞大队长提
出四点建议：一是高度重
视，各片区民警要督促社区
负责人建立完善本小区消
防安全管理机构；二是强化
举措，充分利用消防广播、

小喇叭对居民小区进行全
覆盖宣传；三是加大宣传培
训力度，强化各社区义务消
防队员培训;四是定期开展

“十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边
整改、边宣教”的方式，督促
场所负责人认真落实主体
责任。之后就如何切实做
好“十小场所”消防安全工
作，高新派出所所长做出四
点承诺。/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吕闯报道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与辖区派出所共筑“十小场所”防火墙

近日，吉林市高新区消
防救援大队监督执法人员，
对辖区内单位开展排查时，
发现吉林市万豪休闲健身
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二层废
弃男浴室违规设置成网络
直播房间，不具备使用条
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在
查封过程中，大队消防监督
执法人员向该单位负责人
告知了临时查封的事实、理
由和法律依据及违法单位

的权利和义务，并下达了
《临时查封决定书》，随后对
万豪休闲健身娱乐有限责
任公司不符合使用要求的
房间实施了临时查封。该
单位负责人表示，会全力配
合消防部门工作，针对存在
的火灾隐患，将积极制定整
改方案，加强整改期间火灾
防范，坚决避免火灾事故的
发生。/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吕闯报道

体育场馆存在火灾隐患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依法查封

8 月 11 日，吉林市高
新消防救援大队召开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阶段
性总结会议，会议由大队
长徐飞主持，大队全体监
督员及文员参加。会上，
大队法制员首先对大队自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整治行
动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果进
行了总结性陈述。随后大
队长徐飞指出：一、深刻汲
取教训，充分认清当前工
作的严峻性，紧跟总队、支

队步伐。二是正视当前消
防安全形势，不能盲目乐
观。三、突出重点，扎实开
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采取“归零式”清剿
隐患工作机制，确保社会
单位重大火灾隐患归零，
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必须
零容忍，涉及到重大生产
和民生的单位和场所，要
采取死看死守等措施，确
保消防安全。/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召开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阶段性总结会议

8月18日上午，吉林市
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召开专
题执法工作例会，对近期各
项监督执法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首先是徐飞大队长
传达了当日支队法工处企
业微信培训会的精神，并组
织全体监督执法干部共同
学习了支队执法规范化建
设有关的文件，对大队执法
规范化建设、廉政警示工作
进行了任务解析。徐飞大
队长就下半年各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一是严格执
行支队执法规范化建设各
项措施规定，切实将大队执
法示范单位试点工作落到
实处。二是积极对照标准
弥补短板，确保监督执法系
统、双随机系统、执法记录
仪信息采集系统等三大系
统运行情况良好。三是强
化执法档案建设，严格按照
执法质量考评的各项标准
等。/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报道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召开专题执法工作例会

“南方6341，跑道06，准备好了。”
“南方6341，可以起飞，跑道06。”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这是南航吉林

分公司飞行部“90后”机长刘炳杉驾驶
飞机在跑道上进行起飞前的“空地对
话”。在详细核对完检查单，收到“可以
起飞”的指令后，这架飞机滑翔而起，直
插云霄。

入职7年，飞行5500多小时，担任
机长2年……对于30岁的刘炳杉来说，
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圆梦的过程。曾
几何时，冲上云霄还只是他遥不可及的
梦想，而通过勇敢的尝试和努力后，他
把自己最喜爱的事情做成了职业。

勇敢的尝试>>
与同桌参加校招飞行员体检意
外入选

与很多人一样，刘炳杉很小时就向
往蓝天，有个飞行梦。

高三那年，正在所有同学冲刺高考
时，刘炳杉看到校园里南方航空招飞简
章，他喜出望外和同桌分享，两人越聊
越兴奋，决定去试一下。

“没想到，我非常幸运就过了体检
关。”刘炳杉说，虽然民航招飞不像空军
那么严苛，但对身体条件、综合素质、英
语水平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体检、
面试、考试各个环节都刷掉了大批学
生，而他最终成功入选。

高考后，他直接进入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开始2年飞行专业学习。“我们是
2+2模式，国内理论和国外飞行训练各
2年。国内主要学习飞行原理、航空气
象、领航等航空专业课程。”刘炳杉介绍
说，这些专业课程要在2年内全部学
完，因此每天的课程排得非常满。

不过，最大的考验还是国外的飞行
训练，压力很大，几乎每隔一段就有淘
汰。刘炳杉至今记得第一次坐着飞机
升空时的感受。“和平时坐飞机不一样，
坐在驾驶舱，看着飞机离地，内心很兴
奋。”在2年时间内，刘炳杉努力完成了
飞行学习，顺利拿到了飞行执照。

入职飞行员>>
10年历练升任机长

从一个刚入学的飞行学员，成长为
一名成熟的机长，刘炳杉用了10年的
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扎扎实实地
用飞行时间一点一滴累积经验，按照行
业规定，2700小时才能升机长。”刘炳
杉说，对于飞行员是否成功，他有着自
己的标准：“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一定
会经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觉
得，中国民航的低事故率和起落平安才
是飞行员最大的谈资。”

学员从学校毕业后，理论上已经掌
握了驾驶飞机的技术，但是还欠缺经
验，即在实际飞行中的意识和操作。因
为天气、机场、机型、航线等原因千变万
化，所以飞行员之间流传这么一句话：

“没有一次起飞和降落是相同的。”
因此，飞行员这个职业还保持着传

统的“传帮带”习惯，即由经验丰富的老
飞行员对新人进行口耳相授的指导，这
样的“师父徒弟”“学长学弟”的关系会
维持很长时间，所以飞行员之间感情比

较深厚。
“南航机组准备过程主要分为‘三

步走’。第一步是机组签到，每个航班
的所有机组成员在航班预计起飞前90
分钟到准备室签到，经过酒精测试合格
后，方可执行航班任务；第二步是签派
放行，签派员通过收集机组、飞机、天气
通告和流量控制等信息，综合分析判
断，与飞机机组共同签字放行，确保飞
行安全；第三步是机组准备，飞行机组、
乘务组、安保组会根据航班任务、航线
不同进行分工协作，确保航班安全平稳
运行。”刘炳杉说，其实飞行员的工作并
不神秘，每天只要按照任务认认真真把
航班飞好，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每一次
起飞和降落。

对于问题保持独立思考、永远等冷
静下来再处理事情，被刘炳杉解释为自
己的“职业病”。多年的职业生涯让刘
炳杉沉稳细致，做事情之前都要“双确
认”、对细节一丝不苟。

“真是有点强迫症，出门之前会一
遍一遍地检查有没有带齐钥匙、钱包之
类该带的东西。”未来的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教员——像所有机
长都希望的，培养更多年轻的机长。

机长责任重>>
心理素质要过硬
对规章标准要有敬畏心

作为一名机长，需要的不仅是精湛
的技术、严谨的作风、过硬的心理素质，
更重要的是时刻保持对规章手册的敬
畏之心。

飞行标准操作手册为解决每一种
特情给出了答案，飞行员需要通过长期
的训练才能熟练掌握这些答案。刘炳
杉说，每一名飞行员都要经过漫长的培
训过程，而且培训的过程非常详细，模
拟不同的特情场景训练机长的应急处
置能力，“有些特殊的紧急情况，飞行员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但都要学会掌
握并熟练运用应对办法，这是飞行人员
的使命和担当。”

对于大家关注的机密性非常高的
飞机驾驶舱，刘炳杉说，确实需要“保
密”，旁人不能随便进入。在刘炳杉看
来，一名合格的机长，要作风过硬，技术
精湛，技术不仅包括基础驾驶技术，还
包括驾驶舱资源管理能力。身心健康
是立业之本，飞行员是高压力下的群

体，需要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还记得我们南航的一位优秀机

长，曾在珠海飞北京的航班遇意外故
障，正是他沉稳镇定的表现让飞机成功
备降广州，他不仅赢得飞机上200多名
乘客的称赞，还获评'中国最美机长'。”
刘炳杉说，这些经验成熟的老机长都是
他学习的榜样。2020年长春冻雨天
气，由他执飞的航班飞临长春上空，在
经过专业判断和密切沟通，最终航班稳
稳的安全降落，乘客一阵欢呼，为机组
成员点赞，那一刻作为机长的他感到很
自豪。

在航班执行过程中，机长是这次航
班的第一责任人。“但你知道这意味着
什么吗？这意味着，机长要为他的所有
决定负责。”刘炳杉说，那些闪闪发光或
是平凡无奇的事，都是这个职业赋予他
的人生。

最美好的事>>
生活中做“超能”爸爸
工作中见无数空中美景

工作并不是像偶像剧那般轻巧，
“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忙碌时都是飞四
天休两天。”刘炳杉说，当上机长后，考
试依然没有结束，飞行员每年都要参加
航空公司的复训，也就是熟练训练和熟
练检查。考试将伴随着飞行员的整个
职业生涯，如此密集的培训和检查，都
是为了保障每一名旅客的生命安全。

“此外。按照公司规定，在执行航
班任务之前，空勤人员绝对不可以饮
酒。在生活中，包括剧烈运动在内，我
也有意规避一些肢体上的冲撞，懂得保
护自己。”刘炳杉坚定地说。对航空公
司来说，安全是生命线；对飞行员来说，
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其实飞行员的职业很普通，不像
大家认为的又高又帅还是份特殊职
业。”刘炳杉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最普通
不过的人，工作不忙就会多陪伴家人，
女儿2岁多了，每次看到爸爸穿上机长
制服就会安静的目送爸爸去工作，他希
望做宝宝心中的“超能”爸爸。

有人说：“飞机驾驶舱是世界上景
观最佳的办公室！”刘炳杉说，作为机长
确实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空中美景，比如
夕阳晚霞、形状奇特云朵，俯瞰长城、长
江，确实很壮观，让人心动，这是职业带
给飞行员的独享“福利”。

南航机长刘炳杉

有梦想 机遇就不会迟到

“每一个男孩儿时都会有这样的梦想：我长大了要开飞机！”刘炳杉说，他同样
也不例外。直到高中时与飞行员偶然相遇，意外进入民航，从事了喜欢的职业，实
现了儿时的梦想。

其实，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兴趣爱好，也有可能从事多种职业，难得的是能从事
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或者说把毕生的爱好变成了职业，这样的幸运儿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刘炳杉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珍惜我们的职业，珍惜我们的爱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受访者供图

/ 记者手记 /

把爱好变成职业的人是幸运的！

[ 360行职业体验报告 ]
昨日，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了解到，长春世界
雕塑园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前提下，结合实
际情况，各展馆定于2021
年 8 月 27 日恢复开放。
为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持续巩固长春
市疫情防控成果，展馆实
行预约参观，开馆时间：
9:00-17:00。

为确保安全，按照长
春疾控中心要求，各展馆将
严格实行“限流、预约、错
峰”原则，参观须提前网上

预约购票，请游客提前在长
春世界雕塑园微信公众号
或美团APP上进行预约，并
按预约时间入场参观。

游客入场前，需出示
本人吉祥码（绿码）、新冠
病毒疫苗标识码（有禁忌
症人员需出示相关证明），
并根据国务院公布的风险
等级情况，无高、中风险等
级地区活动停留史的，体
温检测正常，佩戴口罩，方
可安检入馆。咨询电话：
85379019。/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长春世界雕塑园各展馆
今日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