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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7

海拉尔消防大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浴火荣光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4月30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草原管理司的指导下，肯德基中
国携手中国绿化基金会联合发起
的草原保护与生态修复公益项
目———“这个餐篮很种草”在呼和
浩特市举行发布仪式。中国绿化基
金会主席陈述贤，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草原管理司司长李伟方，肯德基
中国总经理黄进栓等嘉宾出席了
仪式。作为一项普及生态保护认
知、推广环保行为的公益性活动，
肯德基将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资
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开展修
复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草原植被，
同时肯德基还与人民日报新媒体
联合向公众发起关注草原生态保
护的倡议。该项目也是第一个由企
业捐资开展的草原生态修复可持
续发展示范项目。肯德基联合中国
绿化基金会和人民日报新媒体推

出的首家肯德基草原生态环保主
题餐厅也于当天正式揭幕。

肯德基可循环餐篮
肯德基“这个餐篮很种草”活

动，缘起于近期肯德基在全国推广
的可循环使用的小食餐篮。自2月
起，顾客在全国的肯德基门店就餐
时会发现，很多美味小食不再使用
一次性包装盛放，而是被放置在一
个搭配了防油纸的有弧度的篮子
中，这个篮子就是肯德基创新推出
的可循环餐篮，目前它已成功代替
了十余种堂食一次性包装材料。可
循环餐篮是肯德基经过数年的研
发、门店试验后，在全国超过6千家
门店全面推广的环保新举措。这一
举措，全国肯德基餐厅每年节约的
纸张消耗预计将达2000吨，用餐垃
圾也可平均减少20%。肯德基中国
总经理黄进栓表示，在4月22日“世

界地球日”当天，肯德基“这个餐篮
很种草”活动在全国上线，以肯德
基捐资并带动消费者轻松参与助
力种草的方式，推广可循环餐篮所
代表的环保就餐理念，实现节约资
源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100万平方米的“肯爷爷草原”之约
通过“这个餐篮很种草”项目，

肯德基将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资,

用于在内蒙
古自治区四
子王旗超过
100万平方米
的草原开展
修复和种植
工作，并将其
命名为“肯爷
爷草原”。国
家林业和草
原局草原管

理司司长李伟方指出，中国是草原
大国，拥有草原面积近400万平方
公里，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五
分之二。草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
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加
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促进草原植
被休养生息，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构筑国家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陈述贤

表示，“肯德基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是第一个由企业捐资开展的草原
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标
志着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草原生
态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目前

“肯爷爷草原”已进入种植和修复
进程中，未来的几个月，专业人士
将尝试通过改良种植品种、应用先
进技术、合理管理牧耕流程等方
式，让草原更加丰沃壮美。

多维互动呈现让公益充满新奇趣
“这个餐篮很种草”活动的一

大特色，是借助当下公众尤其是年
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其传递
一个全新的公益倡议。根据活动规
则，每位在肯德基餐厅使用可循环
餐篮的用户，扫描餐篮防油纸一角
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活动页面并有
机会完成一次打卡，完成三次打卡
过程，即可成功助养一平方米“肯

爷爷草原”的“专属”草地，同时肯
德基会员还可以获得一枚肯德基
APP中的“公益达人”勋章。值得一
提的是，肯德基自2019年4月22日
起将连续30天直播“肯爷爷草原”
修复工作实况，让公众即使不能亲
身前往也能够随时随地看到草原。
在此期间，肯德基还将持续在官方
自媒体以及线下餐厅推出“种草”
主题活动，向消费者普及草原生态
保护知识，倡导低碳环保的用餐行
为和生活方式。

进入中国30余年，肯德基植根本
土、不断创新，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美食和自在的体验的同时，也时刻践
行可持续发展承诺，发挥自身优势，
推出了一系列致力于教育及扶贫、社
区关爱、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及推广
等覆盖诸多领域的公益项目，助力全
行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肯德基推广可循环餐篮 发布首个草原保护公益项目
——— 一人“领取”一平方米 共同助养百万平方米“肯爷爷草原”

文·摄影/本报记者 方志

草原直播现场播种仪式

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
草原上，有这样一支英雄的
队伍，浴火荣光，逆风而行，
连续9年被总队表彰为“基
层建设先进大队”，连续3年
被评为森林消防局标兵大
队。他们一次次在火海中鏖
战厮守，用忠诚和信仰谱写
出一曲动人的赞歌。他们就
是呼伦贝尔市森林消防支
队海拉尔大队。

光荣时刻

26岁的张忠先是海拉
尔大队二中队一班一名普
通的森林消防指战员，2015
年山西中北大学毕业后，原
本已经签约了中铁十八局，
有一份非常优厚的薪资待
遇，但他却不顾家人的反
对，毅然加入了呼伦贝尔市
森林消防支队海拉尔大队。

有人说他傻，张忠先
憨厚的一笑：“我喜欢这身
服装，要对得起这身服装
赋予的使命。”

“张忠先这个90后的小
哥哥特别正能量，在训练中
时常背着被子，带着水壶、
挎包，无论多重，步伐都非
常迅捷。吃饭的时候，身姿
也坐的特别板正。在人群中
光看背影，总能一眼认出是
他。”4月24日，呼伦贝尔市
森林消防支队的宣传干事
金新打趣地说。

每天天不亮，张忠先
就已经穿戴整齐，整理好
了内务。早操是3000米跑，
大家都完成了训练任务，
他打报告出列继续跑了
5000米才肯回；别人站军
姿20分钟就受不了，他一
站就是两节课……

熟悉张忠先的人都知
道，他的所有变化都是从
2018年从北京授旗归来开

始。原来，2018年9月18日，
张忠先被选派到机动支队
参加培训，在得知是参加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
旗仪式时，便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要把队列练好，为
单位、为自己争光。经过两
个月的艰苦培训，2018年11
月9日上午，他身着新式“火
焰蓝”制服站在了人民大会
堂参加授旗的方队中，面对
面地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聆听了总书记训词，亲眼见
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当时
太兴奋太震撼了！第一次走
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
了习主席。之前受过的所有
苦和累，在这一刻全部都释
然了，内心剩下的只是主席
的嘱托，身负的责任和光荣
的使命。”张忠先说。

铁汉柔情

穿上这身火焰蓝，他是
火场上的拼命三郎。脱下这
身战袍回到家，他是一个5
岁儿子的父亲。最近一次见
到儿子还是春节期间，想念
儿子了，他就给家里打个电
话、发个视频，但做得最多
的，还是写信。他是苏金元，
海拉尔大队教导员。

苏金元出生于 1983
年，37岁的他已经是一副
大叔模样，头顶发际线很
高，看着比同龄人要大很
多。用他的话说是“操磨
的”。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说：“想当年我也是小鲜
肉，现在压力大啊！每次出
任务60名消防指战员同时
出动，指挥不当很可能就
给队员们带来伤害，所以
要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苏金元家在包头市，在
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半
年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

“去年有一次我给儿子打电
话，准备给他邮寄一份礼
物。上幼儿园的儿子却说：

‘爸爸，我不要礼物，你给我
写封信吧。’就这样，工作再
忙，我每周都抽出时间给儿
子写一封信寄回去，他特别
开心，每次还给我回信，信
中会有他亲手绘制的画。”
苏金元说，他在儿子成长的
道路上缺失了很多陪伴，每
每写信的时候，心里总是五
味杂陈。

事实上，在海拉尔大
队，像苏金元这样的家庭
比比皆是。大队中超过90%
的森林消防指战员都是与
妻子儿女过着两地分居的
日子。春节期间，大队长郑
保利、一中队队长孙远胜
都需要坚守岗位，他们的
爱人带着孩子从山东老家
来到海拉尔与他们团聚。
一中队指导员刘振振，因
为执行灭火任务，婚期不

得已一拖再拖，爱人了解
情况后，不远千里从山东
老家赶到海拉尔，和他举
办了一场“营区婚礼”……

逆风而行

最近两天，一则“森林
消防指战员用矿泉水互相
冲洗彼此眼睛”的视频在
网上火了，看了让人心疼。
这个视频的当事人就在海
拉尔大队，他叫张崇锋，今
年20岁。

张崇锋回忆，4月22日
14时许，中俄边境草原火
灾扑救连续作战的第6天，
在新巴尔虎左旗骆驼山哨
所附近，森林消防指战员
点烧隔离带的过程中，风
向突变，刮起了十级大风
及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
米。队员们接到指令后迅
速低着头向车的方向转
移。“我们当时肩挨着肩，

逆风行走，举步维艰。尽管
大家都佩戴着防护眼镜，
但是由于风沙又紧又密，
沙子还是透过防护眼镜吹
进了队员的眼里。”张崇锋
说，其实队员们距离车仅
有100米，却足足走了20多
分钟。等到了车里，很多队
员眼睛红肿，疼得泪流满
面，还是班长葛瑞杰拿矿
泉水为他冲洗了几遍眼睛
才稍微好了一些。

张崇锋从2017年至今，
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森林、草
原扑火十数次，这是他遭遇
最大的一次沙尘暴，也是最
难打的一次草原火灾，常常
是刚扑灭这个火点，就立刻
转场到下一个火点，连续奋
战4天3夜，没有睡过一个囫
囵觉。

穿越火线

“草原的地形虽然是平
的，但是打火的过程中同样
存在很多风险，最大的风险
就是出现‘妖风’，诸如小旋
风、龙卷风、贴地跳蛇风、沙
尘暴等。这些极易给森林消
防指战员带来伤害。”4月24
日，海拉尔大队的教导员苏
金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刚下火线的大队长郑
保利对此深有体会。回想起
在草原火灾中遭遇大风的
惊险一幕，他至今还心有余
悸。4月17日10时30分，呼伦
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胡列也
吐地区与俄罗斯接壤边境
沿线发生入境草原火灾。火
灾发生后，呼伦贝尔市森林
消防支队组织人员迅速投
入火场实施扑救，其中海拉
尔大队60名森林消防指战
员全部上了火场。“火场附
近是高梁河及额尔古纳河，
两侧生长着2米高的芦苇、

40~60厘米高的杂草，以及
大量干枯易燃河柳，一旦燃
烧起来，会危及周边牧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郑保利说，
勘察完地形后，队员们迅速
沿境内高梁河一侧开始进
行点烧至82号界桩处，与额
尔古纳界河交汇，形成额尔
古纳河和人工点烧隔离带
构成的3~5公里阻隔屏障。

4月19日21时许，就在
大家巡回看守监控火场期
间，火场风向突变，风力骤
增，大风伴随浓烟、杂草、火
星、沙尘席卷而来，界河以
北俄罗斯境内突然形成飞
火，直接越过额尔古纳界河
和我国高梁河之间3至5公
里的防火隔离带，在呼伦贝
尔境内西侧2公里和东侧3
公里处形成两个火头，火势
在大风的助燃下迅速蔓延
至森林消防指战员不足300
米处，极易形成包夹之势直
接威胁队员的安全。形势危
急，时间紧迫，此时已经无
法采取常规灭火。此时，呼
伦贝尔市消防支队支队长
包文玖临危处置，果断决
策，利用对讲机下达命令：4
台草原灭火战车在前，向西
侧火头方向利用托板压制
和降低火势，其他车辆依次
跟进，快速穿越火线避险。
10分钟后，当所有人员车辆
全部成功脱离险境，大家都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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