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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东襟鄱湖浩渺，北枕长江滔滔。九江，一座
由水而生、因水而名、枕水而居的城市。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也有桀骜不驯的时
候，一旦失控，则危及大地苍生。

今年 7月，我省面临 1998年以来最为严峻
的防汛形势。暴雨如注，洪水发难，群众受困，
九江告急……

在这紧要关头，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全体
指战员听党指挥、闻“汛”而动，出色完成了防汛
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营救疏散遇险被困
群众1.3万余人，取得“零遗漏、零伤亡、零事故”
的救援战绩，8月 31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

这是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和我省第一个获此
殊荣的单位。

2018 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建。
换下“橄榄绿”，穿上“火焰蓝”，消防救援队伍承
担起全新的历史使命。

水火见忠诚，英雄的信念超越时空。1998
年长江抗洪，2008年冰灾救援，2016年长江永安
堤管涌，2019年奥德瑞仓库大火……

任务不断更新，成绩也再次改写：
——荣获“全国抗洪抢险先进支队”“全国

战训先进支队”等52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连续9年被评为全省先进支队；
——辖区连续 15 年没有发生一起较大以

上亡人火灾事故……
一串串闪光的数字，诠释着九江市消防救

援支队“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
民”的品格担当。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招之即来，战之必胜。
是什么赋予他们烽火骄阳的意志？是不惧

挑战，是身怀绝技；是用毅力练就钢铁之躯，是用
信念托起生命之重；是责任，是担当，是信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走进这支“换
羽新生”的队伍，重启那一帧帧感人的画面，聆听
一个个温情的故事，感受时代楷模榜样的力量。

大山里走出的“救援尖兵”
初冬的浔城，淫雨霏霏。寒风夹杂着细雨

迎面击打在脸上，刺骨的寒意立刻传遍全身。
然而，在消防实战化训练场上，一群黝黑面庞的
消防队员正在开展实战化演练，场面热烈。

切割障碍物、甩水袋、接水枪，追赶、冲刺、
喷射……人群中，一个高瘦但精干的身影，一遍
又一遍地做着示范，不厌其烦地传授动作要领。

他叫覃旭华，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
练科副科长。

今年7月，长江水位持续超警戒，九江17个
县（市、区）全面受灾、全面告急。

彭泽求援！永修求援！都昌求援！
闻“汛”而动，向险而行。
7日 14时，彭泽县杨梓镇乐观村出现严重

内涝，乐观中学400名师生被困，亟须转移。
警情就是命令。14时10分，覃旭华带队集

结出发。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整个学
校被淹，师生被困在教学楼二楼。

没有丝毫犹豫，覃旭华利用大型铲车将学
生从教室转运到学校门口，再由消防员驾驶橡
皮艇把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经过两个多小时
来回运送，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最后被救出的5名学生从皮划艇下来，感动
地说：“这是第一次经历洪水，但是不害怕，消防员
叔叔接得又稳又安全，最想说的话就是谢谢他
们。”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8日，覃旭华再次接到命令，彭泽县太平关

乡古楼村洪水倒灌，有250名群众被困。
情况紧急，覃旭华和他的抗洪小分队火速

出征。
当他带着6名舵手和3艘冲锋舟赶到时，眼

前是数百名正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情况危急，
但覃旭华没有贸然行动。

多年的水域救援经验告诉他，此时的洪水
流速目测超过每秒1.5米，已达危险值。他问舵
手们，敢开船吗？大家说，敢，只是在这样湍急
的洪水中没有实战过。

覃旭华带队参加过多次救援，他的原则是带
出来几个人，回去一个都不能少。紧要关头，他
作出决定——这一程，全由自己掌舵。

覃旭华跳上冲锋舟，在靠岸的水面上转了
三圈。回来后，他对队友说：“我知道了。上
船！救人去！”

水情瞬息万变。艰难行驶到主流区时，巨
浪将冲锋舟打了个横，无法直线行驶到达村
内。覃旭华立刻改变战术，利用水势逆流而上，
平移舟艇，横渡激流区，顺利进入村庄。

洪水中，冲锋舟每靠近一栋民房、安全救援绳每
固定一次，对覃旭华来说都是挑战。将全村群众成
功转移后，他和队友累得瘫倒在地。这时，他们之中
才有人想起，距上一次吃饭已过去整整16个小时。

没有一分钟停歇，他们又转入到下一个救援。
巡堤抢险、人员调配、物资准备……连续10

天吃住在抗洪一线的覃旭华，每天只睡五六个
小时。由于长时间穿着雨靴，脚部憋汗发胀，他
的双脚水肿、脚底的水泡磨破了结痂，然后又被
磨破。

身边的战友都不忍心：“覃科长，歇一下
吧。”他却回答：“没事没事，我心里有数。”

出生于广西象州县大山里的覃旭华，从小
就有“军人情结”。一次偶然机会，读初中的他
得知部队招兵，瞒着家人通过考试、体检，如愿
成为村里第一名军人。“入伍当天全村人来送
行，我成了村里人的骄傲。”覃旭华回忆道。

训练期间，他顶烈日，战严寒，日夜操练从
不言苦，每一个动作和技能战术务求标准、规
范，充分掌握要领，一个动作别人练三五遍，覃
旭华则要反复练上几十，甚至上百遍，别人在休
息，他仍在训练场上挥汗苦练；别人在睡觉，他
还在琢磨动作要领……

苦心人，天不负。
在消防队伍工作 20年的覃旭华，所带的队

伍荣立过集体二等功，而他个人先后荣立三等
功6次，获评“全国优秀中队指挥员”“全省训练
标兵”“抗洪勇士”等多项荣誉，成为绳索技术、
水域救援、高空山岳救援、地震救援能手。

“咱不能给焦书记丢脸”
瘦削的面庞，高挺的鼻梁，虽然眼前的张军

朋表情严肃、不善言谈，但举手投足间散发出大
气洒脱、粗犷热烈的气质，让人立马就能辨认出
他是个地道的北方汉子。

因为经验丰富，善于做示范、解兵忧、释兵
惑，把工作做到新兵心坎上，这个有着 23年消
防救援经验的二级消防长，曾多次被委派带新
兵，被消防队员们亲切地称为“老班长”。

“老班长”是一个“消防车控”。
他清楚每一辆消防车辆及各种器材装备的

性能参数、操作使用、维护保养。
凭着炉火纯青的驾驶技术，他曾在大雨瓢

泼的炎夏，开着云梯车，救下高楼外墙上的被
困工人；也曾在寒冷刺骨的冬天，开着消防车
驶进道路狭窄的棚户区，救下被困火场的一家
三口……

“老班长”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给消防车“体检”，胎压、云梯、发动机等等，都要
仔细地检查一遍，“消防车的好坏，不仅影响到
出警的速度，更关系到群众和战友的生命安
全。”

除了“闲不住”，“老班长”更能“冲得上”。
7 月 8 日，连续强降雨导致彭泽县水位猛

涨，亟待驰援。根据上级命令，张军朋驾车火速
增援彭泽县，三天转战 700余公里，在狂风暴雨
中“奔驰”，视线受阻，这无疑是对驾驶员的严峻
考验。

经过 8 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于当天下午安
全赶至受灾区域——浩山乡女儿桥村，由于近
道被淹，又绕道 50多公里才赶到受灾地点。他
从当地乡镇干部口中得知，约有 150 余人被洪
水围困家中，不顾驾车十多个小时的疲劳，他又
主动请缨，参与救援。

夜黑雨大，地域不熟，怎么办？
“老班长”老道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在救援过

程中，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带领小组队员对每
家每户进行仔细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由于村内地势起伏，道路、田坎、沟渠均被洪
水漫过，水下情况不一、时深时浅，无法全程驾驶
橡皮艇前往，冲锋舟也无法靠近被困群众。本身
皮肤过敏未愈的他，冒着被感染血吸虫病的危
险，迅速携带救生圈、安全绳及救援工具毅然跳
进齐腰深冰冷的水中，徒步来回背出群众。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奋战，他与队友们将全
村 158人全部安全疏散至安置点。到达休息点
已是凌晨三点。

“铁血真汉子”“老班长真行”，这是被张军
朋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的干劲和顽强的战斗精
神感染着的每一位战友，对他的一致评价。

“小时候父亲就教育我做人要端端正正，吃
饭走路要端正，叠被子要端正，还经常给我讲一
些革命前辈的英雄故事。”出生于河南兰考的张
军朋，从小就是在父亲“准军事化管理”中长大
的，也因此对军人这个职业越来越向往。

1997 年 12 月，张军朋告别父母，应征入
伍。从河南兰考来到江西九江，他渐渐懂得了
什么叫乡愁。但每次打电话回家，“支支吾吾”
不想挂电话时，父亲总是督促他：“好好干，当兵
就要有兵样。”

张军朋说：“只要想到父亲说的那句‘当兵
就要有兵样’，浑身就有一股劲。”也正是在这股
劲的指引下，他优秀地完成了“泰利台风”庐山
山体塌方救援、“12·28”鄱阳湖大桥特大交通事

故救援等大型救援任务；在 2013年全省队列会
操、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首届“火焰蓝”后期岗位
练兵比赛等比赛中多次获得第一名。

“咱兰考人不能给焦裕禄书记丢脸。”张军
朋如是说。

火调现场的女“福尔摩斯”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长相俊俏、研究生毕业

的邓雨欣竟是一名“火调员”；谁又能想到，在洪
魔来临之际，她与同为消防救援人员的丈夫不
约而同地冲到抗洪一线，诠释着属于“火焰蓝”
的责任和担当。

“火调员”，好新鲜的名词，其实他们是隐藏
在消防员背后的无名英雄，也就是火场的“福尔
摩斯”。

性格温婉的她为何会进入这个行业？这其
实源于她父亲的决定。邓雨欣的父亲是一名

“消防老兵”，出于对消防事业的一腔热血，父亲
希望女儿继续去完成他的消防梦想。

脱下“红装”换“戎装”，承载着父亲的殷殷
期望，2013年，研究生毕业的她，正式走上了火
调岗位。

近 8 年间，她参与调查了包括九江富达实
业有限公司产品库“11·16”火灾等事故在内的
存在疑难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事故 300 余起，
从未发生过因调查失误引起法律诉讼的事。

2017年11月，九江一家企业发生大火，过火
面积有上千平方米，邓雨欣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她和同事冒着残余的高温，忍着刺鼻的气
味进入现场勘验。刚刚经过高温火焰和水流冲
击破坏，厂房彩钢板屋顶已烧损坍塌，距离地面
7 米多高的二楼钢结构平台也随时可能倒塌。
邓雨欣主动请缨：“我是女生，体重轻，更适合在
平台上勘验。”

“通过起火部位的监控画面，推测很可能是
员工抽烟导致，由于监控角度不佳、当事人否
认，加上众所周知火灾中烟头往往已被烧毁，很
难找到直接证据，并且企业技术人员称厂房内
含水率 60%的潮湿物料不可能被烟头烧着，火
调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邓雨欣记忆犹新。

“烟头”“物料”都看似不可能，调查组只能
以侦查实验为突破口。经过多次推演，发现当
烟头引燃含水率 14%以下的染料时，和火灾发
生时现场监控视频中显示的起火特征以及现场
勘验情况相吻合。

同时，在该企业与火灾同类型的设备底部
料仓内提取到含水率低于 1%的物料残留。当
他们拿着实验结果再次询问那个现场员工，对
方承认了自己抽烟的事实。

今年抗洪伊始，邓雨欣主动向组织提出去
一线，她说：“抗洪除了救人筑堤扛沙袋，还有许
多保障类工作需要大量人手。”

来到一线的邓雨欣，顾不上给住在长江边
上的父母打个电话，好不容易掏出手机想要问
问家里的情况，参加过九八抗洪的父亲总是说：

“你安心工作，不要惦记我们。”
邓雨欣信了，以为家里没事，全身心投入到

抗洪保障工作中，直到抗洪结束返回九江时，她
才知道妈妈旧疾复发已经好几天，都是爸爸一
个人在照顾。

“当父母需要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心里
其实很难过。但是保障乡亲们刚脱离洪灾，不
再掉入‘火坑’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防火检查、消
防宣传到位，全市 63个灾民安置点的火灾隐患
得到有效整改，没有发生一起火灾。”邓雨欣对
父母感到愧疚的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守护好百
姓感到自豪。

虽在同一个地方抗洪，邓雨欣与丈夫却很
难见到一面。“这样遥相守望，却又各自为战的
状态，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邓雨欣轻描淡写，仿
佛这再正常不过。

遇到火灾时，丈夫在灭火，邓雨欣勘查起火
原因。

遇到洪水时，丈夫在一线，邓雨欣守护灾民
安全。

而更多的日常，丈夫在消防站值班待命，邓
雨欣把消防安全送进千家万户。

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总有一个人接到
电话拔腿就走，留下的那一个默契地笑笑，一句
话都不用多说。

夫妻两人同抗洪，一家两代共抗灾。“这就是
我们的使命，既然穿上‘火焰蓝’，这就是我的职
责。”邓雨欣淡淡地说。

“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乡亲”
北濒修河，东临鄱湖，永修县常年遭遇洪水

侵袭。1998年，一个 9岁男孩和他父母被洪水
围困，就在全家快陷入绝望的时候，一群全身泥
水的消防员出现了。

全家得救了，这个 9岁的男孩告诉自己，长
大以后，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英雄。

22 年后，这个男孩如愿成长为消防救援
队伍中的一员。他叫袁展满。

在永修县消防救援大队见到袁展满时，我
们简直难以相信：难道这位温文尔雅、甚至有些
稚气未脱的汉子，就是同事们口中的“拼命三
郎”？一番交谈，再加上同事们积极主动“汇报”
他的“拼命事迹”，一位有情、有义、有爱的消防
员形象，变得愈加清晰和高大。

7月 10日，永修九合乡圩堤出现几十处泡
泉，情况险峻。接到指令后，袁展满带队紧急出
动，用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投入战斗。

当晚暴雨倾盆，视线极差，在泥水里扛木
板、堆沙石，摔跤是随时会发生的。

袁展满在湿滑的泥水里连滚带爬，一晚上
成功处置了十几处泡泉和管涌。天亮以后稍微
打了个盹又开始第二轮与洪水抢时间，前后三
天三夜，“泥人”袁展满和战友们一起挖了近千
方沙石，堵住了30多处泡泉。

12日，刚刚堵完九合乡圩堤泡泉的袁展满
接到三角联圩发生溃堤的警情，洪水大量涌入
三角乡区域，14个村庄受到威胁。此时大队安
排他轮休，但他却说他对环境熟悉，坚持和队长
前往救援。

晚 10 时，袁展满带队赶到三角乡爱群村。
“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在里面？”一家一家的排
查，嗓子喊到说不出话的袁展满一晚就营救转
移了100多人。

13日继续，14日继续……经过三天三夜的
挨家挨户排查搜救，眼睛熬得通红的袁展满和
队友们一起成功营救被困村民 300 余人，其中
至少100人是袁展满一个一个背出来的。

因为连续三天三夜堵泡泉，三天三夜大转
移，袁展满被战友们赠送外号“拼命三郎”。为什
么拼命？他的答案很简单：“我是永修人，九八抗
洪的时候我才9岁，是上一辈消防战士把我从洪
水里带出来，这一次，换我来保护父老乡亲。”

“把每一分钟当成最后一分钟，起步就是冲
刺！”这是袁展满抗洪中的真实写照。

17日 16时，立新乡鄢湾村一户村民求助，
家中 500公斤米粉亟须转移到干燥区域。刚好
在附近安置点的袁展满第一时间赶到老乡家。

那 500 公斤米粉是老乡最主要的生活来
源，一旦泡水将分文全无。当时气温已达 37摄
氏度，米粉最多还能保鲜一天。袁展满为了把
损耗降到最低，每次只搬 50多公斤放到皮划艇
上，这样来回十几趟。

搬运虽然结束，但老乡苦于销路，依旧愁眉
不展。

袁展满立即帮着联系认识的餐饮店老板，
一家一家询问，终于帮老乡把米粉全部卖出
去。他长舒一口气：“所谓竭诚为民，大灾难面
前除了救命，也要让他们有生活下去的信心。
卖米粉对于我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老乡就是
重建家园的曙光。”

在洪水里拼命的袁展满，就连吃饭，都对着
洪水的方向。

“累吗？”
“特别累，恨不得站着都能睡死过去，在路

上眯十分钟都要面朝着洪水的方向，就怕救援
的速度比不上洪水上涨的速度。”

“为什么这么拼命？”

“我的每一次逆行，都可以护一方平安，守
万家灯火。为他们拼命，值！”

挺起洪灾中的青春脊梁
他们，是90后，千禧骄子，军中新苗。
他们，“化成”一只只沙袋、一根根木桩、一

条条钢管，阻挡洪流，守护堤坝。
有人说，他们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
走近他们却发现，每一个年轻的脊梁都奔

腾着火一般的激情。
这脊梁，守护一方安澜；这脊梁，写满军民

深情；这脊梁，流淌青春热血。
向卫强，这名 1997年出生的大学生消防指

挥员，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7月8日，洪水向着都昌县盐田中学咆哮而

来，学校 471名师生被困。接到报警，向卫强担
任党员突击队长，带领 8名突击队员第一时间
抵达现场。

消防员来得太及时了，他们的出现让师生
们看到了希望，可此时洪水上涨的速度远超想
象。仅半小时，水位就上涨到成年人的腰部，按
照这样的速度，不出 6个小时，盐田中学将全部
被淹没。

可消防队员只有两艘橡皮艇，一艘橡皮艇
最多只能载上 12个人，两艘橡皮艇要带 471名
师生撤离。

来得及吗？向卫强的心里直打鼓。
他和队友们冲到教室把学生们接上橡皮

艇，拖拽出最危险的地带。由于地势低洼，学校
门口形成了漩涡，三处水流一齐往校园倒灌。
在逆流当中去拉橡皮艇，感觉比拉一堵墙还要
重，而消防队员们必须往返40多趟。

“我当时一手拉着绳子，一手拉着橡皮艇，
那是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水都向我流过来，
我两个胳膊伸展到极致还很难拉动，真的感觉
像是要被撕扯开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向卫
强依旧心惊胆战。

完成盐田中学的救援任务后，刚准备休整
一下，向卫强又接到通知：离学校不远处的平房
里，有群众被困。

他立刻带着一名队友，逆流蹚过洪水，几乎
是被急流推进屋内。进去一看，一名母亲抱着
婴儿站在床上。焦急的母亲直接从怀里把婴儿
交到了他手上，说：“我太担心了，幸好你们来
了，先帮我把孩子抱出去吧。”

“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接过孩子，襁褓中的婴
儿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软软的，我本能地想要
保护好他。”向卫强说，那会洪水特别湍急，雨又
越下越大。他俯下身子，尽量不让婴儿淋到雨。

乘风破浪、奋不顾身，肩膀即是港湾。
“小家伙在我怀里不仅没哭，还瞪着大大的

眼睛，对着我笑。我心里暖暖的。一下子，感觉
天都晴了。”向卫强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把婴儿送到队友手上，他又折回，将女孩和
母亲一起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我想，那
位母亲为什么放心把孩子交给我？师生为什么
信任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这支队
伍！”向卫强坚定地说。

2015年 6月，向卫强以远超一本的分数考
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2018年10月，
正在读大三的向卫强参加了学校的转制动员大
会，会后同学们都在讨论该何去何从。火灾勘
查专业进大企业非常容易，薪资待遇也很高，有
人纠结有人观望。向卫强没有一点犹豫，主动
申请随队转制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从

‘橄榄绿’换成‘火焰蓝’，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
神圣。”同年 12月，向卫强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

作为改革转隶后的新干部，向卫强是第一
批能够分到家乡的毕业学员。宣布命令时，他
激动地说：“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家乡和
亲人了。”

那一簇那一簇““火焰蓝火焰蓝””
□□ 祝芸生祝芸生 张张 衍衍

“火焰蓝”，一种燃烧极致的颜色，象征着火焰的高温与纯净，寓意着消防救援人员恪尽
职守的热情和竭诚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 是他们最“燃”的青春底色。 ——题 记

从来就是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
令人敬佩的人。22年前，一群消防人用生命抵御了洪流；22年后，
另一群消防人站了出来，守护着同一片土地。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这是英雄该有的样子，也是党员应有的样子。

两个“临时党支部”，18支“党员先锋队”，连续奋战一个多月，营救疏散
群众1.3万余人。危急关头、危险时刻，干部总是冲在最前沿，党员站在最前
方，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展现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鲜艳的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救援一线。

“‘时代楷模’是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莫大褒奖，更是激励和鞭策。”支队
长马剑明激动地说。他为队伍能取得这样的荣誉而感到骄傲。

这支基因中熔铸了九八抗洪精神的队伍，把“一百分”当作“入场券”，见
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顶烈日、冒风雨、战星辰，始终朝着更高更强的目标前
进，全省比武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在东盟消防运动会上，这支队伍代表中国
消防进行了“横渡向下救援操”示范表演，在国际舞台展示了良好风采；在“火
焰蓝”尖兵对抗赛中，这支队伍夺取了纵深灭火救援操全国第二。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初心和使命。”作为支队接续
发展的建设者、见证者、推动者，支队政委李长春充满自豪。他们将以此为新
起点，扬优补短，练就全面过硬本领，锻造全面过硬队伍，以更加扎实和出色的
业绩，把“时代楷模”这块牌子擦得更亮、立得更稳、举得更高。

危难映丹心，水火见忠诚。有警必出、有灾必救，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浔阳江畔，“火焰蓝”还在续写爱与守护的时代篇章……

英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