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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救援

包瑞强：

你与原乌拉特中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成为我单位分支机构）签
订的停薪留职协议期限已经届满，但你至今未返回单位上班。现通知你于
2019年10月27日之前到巴彦淖尔电业局人力资源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开
源路）报到、上班，逾期本单位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告送达。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

2019年8月27日

通
告

8月20日凌晨，受持续
强降雨影响，四川省汶川
县、理县、茂县、松潘县、卧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
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
害，其中汶川县境内100%
乡镇和90%以上群众受灾。
与灾害同步的，是一场救
援的生死竞速和同胞的守
望互助。

有一种救灾叫生死竞

速

20日，从四川省南充
市到汶川县水磨古镇参加
美食商品购物节的展商冯
秀兰一家住在寿溪河边的
展位里。

凌晨2点多，冯秀兰发
现摊位进水，转眼间水就
从脚脖子猛涨到齐腰深。
她刚把8岁的孩子从板床
上抱起来，板子和被褥就
被冲走了。情急之下，冯秀
兰和家人抓住对面商铺的
门窗爬到房顶，这才躲过
一劫。

洪水退去，水磨镇河
道两侧淤积了厚厚一层泥
沙，最厚处超过半米，泥沙
中裹挟着大量上游冲下来
的植物枝干，粗的直径达

50厘米。大量私家车被洪
水冲毁，堆挤在一起，有的
倒立在旁边的树干上，有
的被冲入居民房屋。

水磨上游的汶川县三
江镇，原本流经镇边的河
道因水势过猛改道，穿城
而过，淹没了大半个场镇，
很多建筑像是建在河中
央。

截至25日，灾害造成
阿坝州10.2万余人受灾，12
人遇难，26人失联。

灾害发生当晚，水磨
镇专职消防队一行7人接
警前往三江镇救援被困游
客，消防车刚开出几公里
就突遇洪水。33岁的班长
更斯穷牺牲，队长杨鑫被
洪水卷着漂了3公里多后
被甩上岸。幸存的6名消防
队员忍着伤痛连夜搜救疏
散被困群众。直到23日中
午，杨鑫才从紧张救援和
战友牺牲的悲痛中回过
神，吃了点饭。

“灾情就是命令，我们
是当地的救援力量，最熟
悉情况，必须坚守。”杨鑫
的手臂和腿上布满伤痕，
因为要驾驶救援车辆，膝
盖上的伤口刚刚结痂又被
撕开。

灾害发生后，四川省
和阿坝州第一时间响应，
成立前线指挥部，快速形
成应急救灾体系，组织公
安、消防、武警等超过3000
人的救援力量投入救灾，
发放棉被（6950床）、大米
（41.25吨）、食用油（2.75
吨）等25类救灾物资。

有一种力量叫守望互

助

灾害无情，人有情。几
乎与洪灾同步，汶川等地
的党员群众全力互助自
救。

汶川县映秀镇的渔子
溪村因地势高，受灾较轻。
灾害发生当天，这个800多
人的村子就组织近200人
下山，把附近受灾群众转
移到村上。20日晚上，渔子
溪村安置300多人，有村民
家中最多时住了14个人。

“当时还在下雨，很
冷，老人和小孩很多，安
排不好肯定要生病。”村
民马桂华说，“我把家中
多余的棉被全拿出来，床
上、沙发上不够住了，就
搭起木板铺上棉被。”第
二天一早，村上自发搭起

流水席，让避灾的乡亲们
吃上热饭。

得知灾情后，27岁的
汶川县漩口镇小伙姚雄雇

了一名司机，两人分别开
着干工程用的铲车和挖掘
机投入抢险。“人命更重
要，我是年轻人，如果需要
我去，我立马就去。”经历
过汶川特大地震后，姚雄
深知与时间赛跑的重要
性。

“村民们的房子毁了，
田地也被掩埋了，看着让
人痛心，我们也想出一份
力。”21日，汶川顺丰快递
的严代军自发组织了一
支14人的快递小哥志愿
队，自掏腰包购买食物和
水等生活物资，徒步赶到
汶川县绵虒镇临时安置
点，将温暖送给受灾群

众，并协助当地民兵和村
民清理道路和房屋中的淤
泥。

“汶川是我们共同的

家园，有难大家一起扛，都
会好起来的。”严代军说。

有一种温暖叫永不放

弃

8月正是阿坝州的旅
游旺季。突然降临的灾害
造成9.55万余名游客滞留，
仅在汶川就滞留了4.72万
余人，其中很大部分是暑
期进山避暑的老年人和儿
童。

四川省州县三级政府
紧急调度直升机、大巴车
并组织私家车疏散游客。

转移游客最忙碌时，
水磨旅游客运站一天就要

转运近3000人。客运站负
责人周进曾在九寨沟运管
所任所长，丰富的运输经
验让他在这次游客转移中
从容应对。“灾害面前，各
方力量都很给力，一声招
呼，运输企业的40多辆大
巴车很快到位。”周进说。
在客运站，游客从下车、候
车，再到上大巴秩序井然。

73岁的苟大明在撤出
之前已经在三江镇住了一
个月。见到记者时，他正在
客运站等待返回成都的大
巴。“发现没电、没水时，我
们确实有点慌了，不过政
府很关心我们，工作人员
很辛苦，有人两天两夜没
合眼。”

24日12时49分，随着
最后一辆运送受困村民的
皮卡车驶入卧龙耿达镇政
府，受困于耿达镇龙潭电
站库区窑子沟的96名游客
和村民，经过100多个小时
的昼夜空地联合救援，全
部安全撤出。

“就晓得你们没放弃我
们。”看到救援人员，有受困
游客流下了热泪。截至24日
中午，此次汶川洪水泥石流
灾害中的滞留游客全部被
转移至安全地带。

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南缘，直升机低空悬停，
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鱼贯
而出，索降落地……

8月6日至8月13日，中
国武警“山鹰”突击队与吉
尔吉斯斯坦国民卫队“黑
豹”特战旅组成联合特战
分队，共同参加中吉“合
作—2019”联合反恐演练。

“山鹰”突击队，这支
中国武警精锐的新质反恐
特战力量，首战沙场。

演练中，“山鹰”突击
队员迅捷的身影，一如左
臂上蓝白相间的徽标：一
只山鹰伸出利爪俯冲捕
猎，尾部化为匕首，以迅猛
犀利的姿态俯瞰着天山山
脉。

能让人把这支部队和
山鹰联系起来的，首先是
突击队中队长周振眼神里
的杀气，让人望而生畏。在
这位有10多年军龄、身上
有多块伤疤的特战队员脸
上，很难看到笑容，严肃冷

峻，散发出特战队员独有
的气场。

在记者眼中，周振和

他的队员们更像一群“来
无影、去无踪”的战地幽
灵。平时悄然蛰伏，一旦进
入演练场，他们就像是夜
空中的一道闪电，以绝对
勇猛的姿态投入一场场战
斗。

这是一支扎扎实实
“苦练”出来的队伍。

“山鹰”突击队刚组建
的那段时间，部队长王刚
失眠几乎成为常态。

这位曾获得“八一勋

章”的反恐特战英雄，对于
担任“山鹰”突击队首任部
队长一职，深感充满挑战。

他说：“对突击队和我个人
而言，荣誉归零、战绩归
零，唯有责任在肩。”

“山鹰”突击队组建之
后，便开始与时间赛跑，与
胜败赛跑。

格斗搏击、射击爆破、
特技驾驶、战场救护、机降
索降、泅渡潜水……16分
50秒内负重25公斤完成
3000米奔袭，42秒内攀绳
18米，一个个重难点课目
被轮番攻克。

“山鹰”突击队一年时
间至少有半年都“长”在山
上。野外驻训时间长，训练
课目难度大，驻训场高寒、
缺氧……却没人叫苦喊累
想退出。在武警新疆总队，
提及“山鹰”，人人都说他
们是出了名的“能吃苦”

“能战斗”。
“实战缺什么，我们就

练什么！”王刚说，高原上
地形复杂，车辆难行，他们
就练“马上射击”；雪地难
以通行，他们就练“高山滑
雪”。一个个项目听上去

“炫酷”，实则都浸透着突
击队员们的血和汗。

冬去春来，日复一日。
如今，“山鹰”突击队初步
具备遂行战斗任务的能
力。

说起这些，王刚总结
为四个字：“战斗精神”。在
这位指挥员眼中，战斗精
神就是不怕苦、不怕死的
狠劲，就是敢于胜利、敢于
亮剑的精神。

烈日下的训练场，突
击队员们扛起圆木、背上
沙袋，杀声震天。战士陶敏
不慎被路边的石子绊倒，
左脚踝迅速肿了起来，他
仍咬紧牙关坚持跑到终
点。他说：“一名‘山鹰’突

击队的特战队员，绝不会
在战场上放弃！”

“练兵备战才是真正的
主业，能打敢拼才是‘山鹰’
突击队的最大亮点。”中队
长周振说，在“山鹰”突击
队，就连炊事班战士，都锻
造成“放下饭勺就能投入战
斗”的优秀特战队员。

“反恐作战是短兵相
接、是殊死较量。只有在艰
难残酷的实战环境中磨
炼，才能最大限度确保一
招制胜，当好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压舱
石’。”武警新疆总队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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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直升机救护伤员

山鹰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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