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肩挑重任迈新程
——写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建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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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消防救援队伍要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

蹈火、竭诚为民，在人民群

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

给人民以力量，为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

奋斗。”

2018 年，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

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当年11月9日，习近平

总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一年来，全国应急管理

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忠实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

词精神、竭诚履行职责使

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蹄

疾步稳完成机构改革，抢险

救援救灾有力有序有效，以

实际行动当好党和人民的

“守夜人”。

【忠于职守】

用铁的纪律打造铁的

队伍

午餐时间，福州市消防

支队特勤大队食堂里响起

了嘹亮的军歌。

改革转制之初，面对改

革大考，特勤大队提出“橄

榄绿变火焰蓝，变的只是制

服颜色，不变的是铁心向党

的赤胆忠心”。

“学习会、队务会、班务

会照常召开，执行内务条

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不

打折扣，把军队的好传统保

留下来，坚持抓思想政治建

设。”特勤大队政委黄国微

说。

改革转制以来，该大队

入队6年以上的骨干消防员

无一人提出离队申请，中、

高级消防长无一人离队，30

名干部中仅有 1 人因家庭

原因选择转业。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

始足整纲纪。纪律严明始终

是这支队伍鲜明的特征，在

改革转制过程中，各地消防

救援队伍坚持纪律部队建

设标准不动摇，着力锻造全

面过硬、堪当重任的应急救

援主力军和国家队。

在上海市消防救援总

队黄浦支队车站中队，用叉

子吃饭，成了中队饭桌上的

传统。

“训练强度大，半天下

来，大家拿筷子的手一直在

抖，甚至没法夹菜，于是，大

伙儿都用叉子吃饭。”车站

中队政治指导员陈祥康介

绍，中队主动适应“全灾种”

“大应急”任务需要，探索建

立了高层灭火救援、地铁灭

火救援“专业队”组训模式，

不断加大训练强度，战斗力

水平显著提升。

“火场打不赢，一切等

于零。要成为尖刀上的刀尖

子，就必须要有过硬的能力

素质。”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丽江支队古城中队消防

员陈庆磊说。

一年来，着眼“全灾种”

“大应急”任务需要，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全国

布点建设了 27 支地震、山

岳、水域、空勤专业救援队

和6支跨国境救援队，广泛

开展大练兵大比武大培训，

不断提质强能。

【赴汤蹈火】

奋战在事故救援最危

险的地方

改革转制一年来，广大

消防指战员始终战斗在应

急救援最危险的地方，出现

在人民群众最危难的时刻。

2019年3月29日，山西

省长治市沁源县王陶乡郭

家坪村发生森林火灾，火场

火势之凶、复燃之快、扑救

之难在当地历史上均属罕

见。

“沁源火场山高坡陡林

密，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生

命危险。”甘肃省森林消防

总队兰州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党军说，由于林内可燃物

干燥，油松、站杆、倒木纵横

交错，火场烟点多不胜数，

大风一吹，随时复燃。

在这次灭火救援中，应

急管理部启动应急响应，统

一调度指挥。森林消防局紧

急调集内蒙古、甘肃两个森

林消防总队和机动支队共

1300名指战员千里驰援山

西沁源火场，在当地军警民

配合下连续鏖战七昼夜，最

终降服“火魔”。

“这得益于决策快、增

援快、扑打快，科学高效的

组织指挥和有效顺畅的力

量协同。”应急管理部森林

消防局参谋长兼火灾防治

管理司司长彭小国说。

今年四川长宁6.0级地

震发生后，四川省消防救援

总队和森林消防总队680名

消防指战员火速赶到救援

现场。

“看着眼前流离失所的

乡亲、开裂倒塌的房屋，加

上持续不断的余震，心里不

是滋味。”奋战11天后，四川

省森林消防总队消防员于

铭达和战友奉命从灾区撤

离。在这次救援中，消防救

援队伍成功抢救被困群众

20人、转移疏散1614人。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去年11月处置金

沙江、雅鲁藏布江4次堰塞

湖到今年应对超强台风“利

奇马”，都是历次同等级灾

害中损失最小的，充分体现

了新体制新机制新队伍的

新优势。

【坚守初心】

永做党和人民群众的

忠诚卫士

初心如磐，信念如山。

今年10月25日，是广

西南宁消防新阳中队消防

员林源即将离队的日子，正

在大门前跟队友拥抱告别

时，警铃突然响起。队友们

像往常一样以最快速度出

动，而林源也作出了自己的

选择：放下手中行李，换上

救援服，快速登上消防车。

“不管穿不穿这身衣

服，我永远都是一名消防

员。”林源说，自己至今仍没

改掉一听到警铃就热血沸

腾的习惯。

今年5月下旬以来，云

南丽江旱情严重，云南省森

林消防总队丽江支队古城

中队一班班长杨兵 3 次带

着班组和消防水车，前往金

安镇等地农户家中和田间

地头抗旱救灾，缓解了人畜

饮水困难、苗木枯萎之急。

“到一名五保户家中送

水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

奶慈祥地望着我们，赞许的

笑容让我至今难忘。”杨兵

说，“人民群众的褒奖是我

们的最高荣誉，付出再多，

都值得。”

“不带走可以，但你们

一定要品尝一口才能走！”

于铭达说，今年6月28日，

在队伍即将撤离之时，长

宁县双河镇葡萄村的乡亲

们提来自制的几十桶凉

糕，让指战员们带回去给

家人品尝。

“面对6.0级地震，葡萄

村的乡亲们没有哭，但在送

别我们的时候泪湿眼眶。”

于铭达哽咽了，“我们给人

民以力量，人民也在给我们

以力量”。

一年来，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完成 120 多

万起应急救援任务，营救

疏散 66 万多名遇险群众。

这支队伍必将以更加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迎难而

上、勇往直前，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稳定。

一路向北，走到“中国

北极”，就到了黑龙江省漠

河市北极镇北极村。

这里全年平均气温只

有零下1.3摄氏度，历史最

低气温达零下52.3摄氏度。

在这样极寒的环境下，由3

名消防员组成的消防站，守

护着“中国北极”的防火安

全。

“最北方”的消防站

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

是位于我国最北方的一个村

庄。11月初，从漠河市区到北

极村的道路已被冰雪覆盖，

驱车一个多小时，便到达了

我国最北的消防站——北

极村消防站。

“北极村为了保留原始

的风光和特色，很多民宿都

是木制的，防火安全隐患突

出，村子距离市区远，发生火

灾根本来不及救援。”漠河市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焦永岩

说。

2015年6月，为了保障

北极村居民、游客的消防安

全，原漠河县公安消防大队

在北极村景区专门成立了一

个消防执勤点，正式派人员

入驻。

当时，占地12000平方

米的营区只有一排车库和一

间平房，甚至连水电都没有

通。3名驻守的消防员除了日

常训练、备战外，还要自己买

菜做饭。

如今，消防站新建的营

区已于去年6月投入使用，

12名专职队员也加入消防

救援的队伍中，共同守护“最

北方”的一方平安。

就在今年5月11日凌晨

2点，位于北极村民俗街的一

家青年旅社起火，北极村消

防站立即出动2车8人。由于

旅社是木结构，火势猛烈，消

防员和专职队员赶到时，火

光映红了半边天。经过紧张

扑救，火情得到控制，无人员

伤亡。

衣帽成了“冰甲冰盔”

11月初的黑龙江省漠

河市，最低气温已经达到零

下20摄氏度。在漠河市消防

救援大队，一场日常训练正

在展开。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

息！立正！”随着漠河中队副

中队长赵广远的一声声口

令，8名消防员列队完毕，虽

然围脖围住了嘴巴，但呼吸

产生的白雾清晰可见。

负重折返跑中使用的壶

铃，每个都有15公斤重，严寒

中，每名队员都要提着两个

壶铃折返跑200米，而这对于

队员们来说只是热身。

肩梯跑所使用的梯子，

重达30公斤；负重5000米

跑，队员们要背着10公斤重

的设备连续跑5000米……

“冷的时候就和在冰箱

里没什么区别，有时候训练

完了手冻得跟鸡爪子似的，

不好使了。”训练结束后，消

防员古誓言告诉记者。

喷灯、热水壶——这是

冬天里，消防车驾驶员叶文

成必须要准备的两样东西。

“由于气温太低，为了防止车

上的消防设施被冻住，必须

要准备喷灯和热水壶，关键

时刻能够派上用场。”叶文

成说。

与其他地区不同，“最

北”消防车上，每名消防员

都要常备两套战斗服。消防

员们告诉记者，冬季救火

时，衣服遇水很快就会结

冰，成了“冰盔冰甲”，造成

行动不便，因此遇到大的火

情，要换两次衣服。

你不来我不来谁保边

疆？

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

漠河中队代理中队长王云

峰2017年被调配来到漠河，

他坦言，刚来的时候确实不

适应。

“以前只是听说过大兴

安岭，从没来过，来了之后

发现条件确实艰苦。”王云

峰说，“但一想到还有这么

多和我一起驻守的兄弟，慢

慢就习惯了。”

对于身处最北方的消

防员们来说，过年坚守在驻

地是一件常事，有的已经十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每年春节，别人是过

年，我们是‘过关’。”焦永岩

说，春节备战任务更重，往

往需要更高的人员在岗率。

如今，王云峰和妻子两地

分居，妻子在老家山东省烟台

市。今年9月，王云峰的孩子出

生了，但他也仅仅是回家陪伴

了一周，便匆匆归队。

2018年，我国公安消防

部队进行转制，成建制划归

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脱下“橄

榄绿”，换上“火焰蓝”，“换

装不换使命，转制不改作

风”成为新的消防救援队伍

的誓言。

“我们当消防员不是为

了享受的，守得一方平安，

就是我们的职责。”王云峰

说，“你不来我不来，那谁来

保边疆呢？”

皑皑白雪中的一抹“火焰蓝”
文/新华社记者 王春雨 杨 喆 齐泓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