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林兴我荣 林毁我耻”
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火，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却又是森林的天敌。
务林人深知森林防火的重要意义。今年78岁的呼延银
是得耳布尔林区第一代开发建设者，至今谈起森林防
火，仍有些激动。“刚建局时，得耳布尔的路是水和着泥
巴的‘水泥’路，大家住帐篷、睡小杆铺，吃的是苞米稀
汤、酱油拌冻大头菜根和窝头，可别看那时候生活苦，咱
职工个个会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防火8字方针。”

呼延银老人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
的一个春天，风大、草干，一个闷热的下午局址南面发
生了一起火情。全局上下有扑火能力的干部职工迅速
集结，带着铁锹、水桶、火钩子和用柳条自制的简陋的
扑火工具上山打火。由于火情紧急，后勤给养跟不上
去，始终奋战在扑火最前线的林业职工贾巴和、解对学
等人从扑打火头到清守火场，连续三天三夜未尽一口
干粮，圆满完成了扑火任务，他们二人也因此成为全局
首批火线入党的职工。

开发建设初期，森林防灭火没有先进灭火装备和
通讯设备更没有专业服装和充足给养……但森林防火
却是全林区的工作重点，得耳布尔林业局从上到下，从
职工到群众，从单位到各部门更是坚持林区大事防火
第一的工作理念。人们抓森林防火的目的很“单纯”，
那就是保护务林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从天保工程启动实施，木材生产产量逐年缩减，到
2015年全面停伐，得耳布尔人对于护林防火的认识也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得耳布尔林业局防火处快扑队员万进英同林区大
多数“林二代”一样，从父亲手中接过木材生产接力棒
的那一刻起，也传承起护林守绿的职责和使命。他认
为，防火不仅是为保卫家园，更是关系生态保护建设的
大事儿。

“我亲眼目睹了森林火灾带来的惨痛代价，千山滴
翠瞬间化为灰烬”，万进英在上班的第二年，黑龙江漠
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
灾，他作为得耳布尔林业局后备扑火队伍的一员奔赴
火场救援，“从那时起我就告诉自己，只要自己能干一
天就要尽忠职守保护好这片大森林。”从那以后，万进
英每年都积极参加援外扑火，后来，他正式申请成为一
名专业快扑队员，积极投身到了护林守绿事业中，今年
他已经53岁。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广大务林人矢志不渝，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春回大地，得耳布尔林业局防火处内，一声声急促
而紧张的警报声打破了初春的宁静，正集中精力清理
防火公路路面的快速扑火队员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
具，如风一般朝营房飞奔，更换扑火服、快速集结、蹬
车、出发，时间不超过5分钟。

这是今年春防以来的一次生产待命常规演练。得耳
布尔林业局的快速扑火队成立于1978年，从成立之初就
按照军事化管理，每年进行为期4个月的专业灭火训练和
体能训练，使扑火队员达到最佳体能和技能状态。同时，
林业局还成立了460人的基干扑火队，其中300人的远
征扑火队。每年春季进入防火期后，这些队员就开始集
中食宿、集中训练，进入24小时“战备状态”。

笔者注意到，那一抹抹橙红色在林海中特别醒目，
富有活力。队员们身着的“战衣”虽有油渍、裂口等不同
程度的磨损，每一处磨损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扑火故
事，每一块油渍都是快扑队员们护林守绿的印记。

今年33岁的快扑队员梁永宏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套
刚“退休”的扑火服，这套衣服他穿了3年，在14年的森
林防灭火工作生涯中，已记不清这是换过的第几套扑火
服了。“留作一种纪念，也是为了激励自己更好地保护好
这片绿色林海。”梁永宏深情地望着衣服说，“从小爷爷
和父亲就时常告诫我不能玩火，要保护好这片养育代代
务林人的大森林，当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身在重点国有林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就是我们的主
责主业，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

午后温润的阳光洒向大地，宽阔的得耳布尔河在晶
莹剔透的冰层下潺潺流动。得耳布尔镇明德小学教室
内外书声琅琅，二年级二班正在上一堂防火知识普及
课，孩子们一双双求知的眼睛炯炯有神。谁来讲讲对森
林防火的认知？在老师的启发下，梁铭越高高举起右
手：“老师和家长常常教导我们，身居林区，防火第一，我
要做保护森林的小卫士，保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发言
的正是梁永宏的女儿。我们相信多年以后，以梁铭越为
代表的这代人必将成为续写新时代绿色华章的接班人。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得耳布尔林业局
局长朱文杰说，“正是得耳布尔林业局几代务林人薪火
相传、久久为功，才使得这片森林60年没有发生重特
大森林火灾，成绩属于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要把这种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70年、80年、100年……”

从“科学管理 预防为主”
到“人人遵守 制度当先”

扑火千勇不如一防，森林防火的关键
因素，一个管住火，一是管好人。因此，得
耳布尔林业局始终坚持科学管理、预防为
主，把管住火、看好人、用好人，作为森林
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

1990年初春，积雪尚未完全消融，在
林业局施业区西部农林交界地带的康达
岭林场标桩附近的沟塘地带，得耳布尔林
业局第一次开展计划烧除，这也是在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应用计划烧除进行森林
防火的首次探索。当年成功阻止了额尔
古纳右旗耕地烧荒火的入侵，也为林区科
学防火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自1990年开展“黑色”防火工程以来，
得耳布尔林业局将大面积计划烧除森林防
火隔离带纳入森林防火综合体系建设之
中，并逐年增加计划烧除面积。计划烧除
的实施彻底改变了防火工作的被动局面，
实现了利用火的双重性，化火害为火利，实
现了以火防火的重大转变和飞跃。

1996年 10月，在四川省召开的全国
防火计划烧除会议上，得耳布尔林业局作
了典型经验介绍，得到了与会专家和领导
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相关科研论文
在2008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2015年全面停伐后，得耳布尔林业局
结合国有林区改革实际，将全部精力都投
放到生态保护建设主业上，把生态功能区
按管护林场区划为8个防火战区，由8位
班子成员及16个林业局部委科室组成8
个综合督导组，实行分片包干，防火紧要
期驻点督查，按照“三查、三有、十五问”的
要求，帮助各战区挑毛病、找问题、拿办
法，消除火险隐患。同时，将生态功能区
所有沟系和支岔线全部落实到每名管护
人员身上，层层签订责任状，逐级压实责
任，使森林防火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得
到了有效落实。

得局各管护站、检查站则做到24小时
值守，白天一车一杆、一人一杆，夜间卡杆
上锁，在支岔线安装铁大门，实行全时全域
封闭管理。严格过往行人和车辆的盘查，
车辆入山前必须开具防火证、安装防火帽，
入山作业单位必须开具入山作业介绍信。
防火紧要期在主要道口、所有进山路口增
设临时封山点，将开展森林综合抚育工作
的移动宿营车安排到各路口，派专人把守，
严格堵卡盘查，详细登记，对不符合通行手
续和防火规定的人员、车辆一律不予放行，
符合规定的进山人员不得携带烟火。

如今，在得耳布尔林区的每一条支岔
线上，每隔50米就能看见两个盛满水的
10斤应急塑料水桶，方便来往车辆如遇突
发火情可及时就近取水。“为了将各项防
扑火措施落细、落精、落实,林业局制定并
印发了《森林防火重点项目细则》，明确了
所属战区50项重点任务，使防火工作更加
具体化、形象化，更加具有可控性和操作
性。除了安放应急水桶可确保发现情况
能够及时处置，笔者还注意到，他们在主
要支岔线道口还安装了上了锁的大铁门，
实行封闭式管理，将狩猎、挖沙取石和非
法侵占林地违法犯罪人员彻底隔离在山
外。

值得一提的是，得耳布尔林区的公路
密度网大，还有3家矿山企业驻扎在内，人
员结构相对复杂，森林防火意识各有不
同，给防火工作带来较大的隐患，针对这
一问题怎么办？

“多检查，多抽查，多培训。”这就是耳
布尔林场副主任吴兴伟口中的“好办法”。
说起耳布尔林场生态功能区内的18个矿
点的情况，分管防火工作的吴兴伟最有话
语权。针对3家矿山企业的生产实际，加大
火源管理，要求每个矿山都成立防火机构，
组织扑火队伍，为他们配备防扑火机具；林
业局还指派了督查组驻点督查，提高了防
火保证金额度，对矿山生产人员强化防火
知识普及，切实提升了外来人员的森林防
火意识。多年来，各矿山自开工至今，也做
到了从未引发过一起森林火灾。

森林防火榜样得耳布尔林业局森林防火榜样得耳布尔林业局
6060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造就绿色奇迹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造就绿色奇迹

□□玉荣玉荣

火险“虎视眈眈”，森林“安然无恙”。剖析他
们的成功经验，与其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所下功夫
之深、所做工作之细、所抓管理之严密不可分。

“北风怕日落，南风怕鸡叫”，这是当地百
姓时常说起的俗语，也是大家判断刮风天气
的一个“土办法”。得耳布尔林业局有一个铁
的“规定”——“起风不点火”。在林场居住的
居民，只要看到场部的防火旗升起，就停止一
切生产生活用火，禁止一切车辆人员入山。

“林场的防火旗只要升到铁杆顶，居民区肯定
看不到烟！要是刮三天，就三天不能点火，只
能吃点冷食将就一下。直到现在我家还遵守
着这条规定。”曾在康达岭林场担任工会主席
的马学奇老人说起林场职工家家户户如何遵
守防火制度时，表情严肃，从他说话的语气中
不难看出，这条“规定”已经成为他和家人一
辈子的遵循。

从最开始人们通过口头相传遵守制度，到
现在明文规定，实行“清单式”管理，得耳布尔林
业局防火制度愈发严明，并更具有科学性、针对
性和合理性。

1998年，得耳布尔林业局实现了40年无
重特大森林火灾，形成了“三不准”“四个亲自”
的制度，严控森林防火工作，并将林业局所属的
28个单位划分成8个防火战区，在地区实行了
森林防火负责制，建立了各防火战区统一领导
和指挥的森林防火工作体制。

2008年，得耳布尔林业局实现了50年无
重特大森林火灾，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从不断
实践中又总结出30条制度落实到森林防火工
作中。

严明的制度，严肃的纪律，为做好防扑火
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2018年，得耳布尔林业
局实现60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在长期的森林
防火实践中，制定了从预防、集结、扑救到撤离
30余项制度，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充实和完
善，使森林火灾预防、扑救步入了制度化、规范
化的轨道。

同时，不断加大问责力度，凡因防火责任
不落实、火源管理不到位、隐患整改不彻底、扑
火集结不及时的，都要按照《林业局森林防扑火
处罚办法》进行追责问责。60年间，先后有4名
副科级以上干部受到责任追究，7名队段长受
到党政纪处分，近百人（次）受到主管部门和森
林公安机关的训诫。

为保证得耳布尔林业局60年无重特大森
林火灾目标顺利实现，2018年结合森林防火工
作实际，林业局从防火责任制落实、火源管控、
宣传教育、林火扑救、后勤保障5个方面实行

“清单式”管理，出台了《得耳布尔林业局森林防
火重点工作细则》，要求有生态功能区的单位做
好50项工作，无生态功能区的单位做好33项
工作，为各单位明确了具体做法、固化了重点工
作，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工作督导提供了有
力抓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防火责任制落实方面：班子成员全部上
岗，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无
极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查在岗情况、调度记
录、请示报备单）……

火源管控方面：有矿业驻点的防火战区要
督导矿山企业对用电情况进行隐患排查，对所
属输电线路进行全面检查。（查工作记录）……

宣传教育方面：林场大风天要有火险信号
旗，以及警报器具。（查现地）……

林火扑救方面：各防火战区、检查站点、望
塔通讯畅通，定时汇报、反馈到位。（查现地、查
记录）……

这是《得耳布尔林业局森林防火重点工作
细则》中的一些内容，更是几代务林人，万众一
心、攻坚克难，在一次又一次防火攻坚战中取得
胜利的“秘诀”。

走进耳布尔林场主任陈光的办公室，各类
防火规章制度的表格摆满案头，陈光指着防火
制度“清单”表说：“你看，林业局防火工作的相
关制度和要求都落实到了每一步每一个细节
上，让林场有据可查，按照制度上的规定查遗补
漏，使得防火工作落到了实处，也让我们对防火
工作该如何做得更好指明了方向。”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
舍。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周密严谨的部署，持
之以恒的努力，得耳布尔林业局一步步夯实了森
林防火工作的基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从“约定俗成 自觉行动”
到“明文规定 令行禁止”

五月时节，
大兴安岭林区依
然是寂静的，然
而，在内蒙古大
兴安岭北部西坡
一片森林与草原
的过渡带，得耳
布尔林业局康达
岭林场生态功能
区卡鲁奔湿地公
园（国家级湿地
公 园），春 日 初
照，柳枝上吐出
了毛毛狗，开河
时 奔 跑 着 冰 凌
花，茂密的森林，
清澈甘泉，沼泽、
灌 丛 、山 地 、丘
陵、河谷和谐而
奔放，齐奏大自
然的交响乐。

在康达岭制
高点的瞭望塔上，
瞭望员曹同海正
手持望远镜不停
的 观 望 这 片 森
林，他可不是赏
景，而是在实时
观测林中是否有
火情，每 15 分钟
观测一次，2个小
时向总部汇报一
次，两人一组，塔
上一位，塔下一
位，发现浓烟、火
点、火情第一时
间上报。就在这
样的守护下，得
耳布尔林业局已
经 60 年 无 重 特
大森林火灾。

内蒙古大兴
安岭重点国有林
属鲜明的大陆性
季风气候，使得这
片生长着浩瀚森
林的区域在春夏
秋三季常处于高
火险等级，而隶属
于我国面积最大
的国有林区——
内蒙古大兴安岭
重点国有林区的
得耳布尔林业局，
更是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的一级
火险区，该局成立
于 1958 年，生态
功能区 25.5万公
顷，这里存在着气
候不利、可燃物
多、雷击多发等不
利因素，然而，这
里也是多次受到
国家森防指、原
林业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
等各级表彰的森
林 防 火 先 进 单
位 。 截 至 2018
年的秋防结束，
创 造 了 60 年 无
重特大森林火灾
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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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年年、、一个集体一个集体，，为了一片大森林的绿色永驻接力奋斗为了一片大森林的绿色永驻接力奋斗、、孜孜以求孜孜以求。。三代人三代人，，饱含着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感恩之情饱含着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感恩之情，，创造了从开发建设第一天起创造了从开发建设第一天起，，6060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绿色传奇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绿色传奇，，书写了新中书写了新中
国林业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国林业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他们忠诚担当他们忠诚担当，，他们执着奉献他们执着奉献，，他们用大兴安岭般雄浑厚重的品格为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写下了兴安务林人的注脚他们用大兴安岭般雄浑厚重的品格为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写下了兴安务林人的注脚。。

这个绿色传奇书写者的名字叫这个绿色传奇书写者的名字叫———得耳布尔林业局—得耳布尔林业局。。

从“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到“守护深山 绿色无边”

多年来，面对严峻的森林防扑火形势和工作，得
耳布尔林业局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打“总体战”，有
效形成了林业、地方、铁路、电业、根河航站等几大系
统齐抓共管，地区百姓全民皆兵自觉参与到护林守
绿的行动中来，切实做到了群策群力、群防群治。

——夯实自身管理。比利亚矿业870项目部的
场部内外，挂满了“进入矿区，防火第一”等防火宣传
标语；项目部会议室内，森林防火组织结构、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上墙，桌上罗列着耳布尔战
区督查记录表、巡护记录表、森林防火检查、整改记
录表等各类督查表格。其中有一张表格吸引了笔者
的目光，标有项目部人员名单的表格上，除了登记姓
名、身份证号、工种，还额外增加了一项“是否吸烟”。

看到一脸疑惑的笔者，项目部防火专责马猛超
解释道，采矿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对林区防火
意识比较淡薄，工作中他们会锁定抽烟人群并列出
清单，使管理更有针对性，而这仅是矿区落实森林防
灭火各项举措之一。长期工作生活在林区，让“外来
人”马猛超，从一名防火知识的初学者，逐渐转变为
防火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管理员。

——发挥自身优势。每逢防火期，由林业局、森
林公安、林场等单位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防火工作组，
在各进山路口设卡、走进森林腹地进行武装三清、深
入辖区居民家中宣传防火知识，成为防火战线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得耳布尔森林公安局机关干警和下属3个派出
所，在防火期内所有警力下沉、全员出动，并对妨碍和
威胁森林防火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得耳布尔森林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彪坦言，得局防火工作能取
得60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成绩，得益于有关林业
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内
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法律的细化，使执法更有针对性，切实发挥铁规重律
下对森林防火震慑和保护的作用。

——有效自觉参与。一次，居住在得耳布尔林
业局居民区的4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铁
路33公里处，机车甩瓦，冒烟起火，4个孩子来不及回
去通知大人，用在学校学来的灭火方法扑救灌木火，冒
着生命危险消除了一场森林大火的隐患，成为当地家
喻户晓、人人传颂的一段佳话。可见，在得耳布尔林区
人人都是防火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监督员，职工群众
实现了由“要我防火”向“我要防火”的自主行为转变，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不仅仅是口号，早已深深烙印在
得耳布尔林区每个人的心中。

……
工作中，得耳布尔林业局重视集中社会方方面面

的力量参与森林防火，充分发挥林业局的主导作用,
每年召开10余次森防指会议,专题研究落实森林防
火工作，发挥属地政府和部门的支持配合保障作用,
有效形成防火工作的合力。注重内部联防和外部联
防一起抓，做到互相监督安全用火，建立策应机制，确
保实现“打早、打小、打了”，形成了“一方有火、多方增
援”的良好氛围。

此外，他们还总结了“四个重点”“八种教育”和
“五项措施”，成为防火工作的“金科玉律”。他们以
管火先管人、管人先管思想为重点；以社会宣传教育
为重点；以火险高、人员多、交通远的部位为重点；以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从儿童抓起为重点，对在岗职工抓
班前检查教育、对林场家属抓轮流值班检查教育；对
学生和儿童抓防火课教育、对入山人员抓岗卡教育、
对外来和外驻人员抓防火意识教育、对离职退休人员
抓活动日教育、对闲散人员抓声像教育，实行单位包
职工、职工包家属、家属包小孩、学校包学生、旅店包
旅客的防范措施，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防火工作中
来，形成了浓厚的森林防火宣传强势。同时，以得森
简讯、本地电视台及“互联网+防火”为主渠道，加大森
林防灭火的宣传力度，构建了“图”“文”“声”立体网络
宣传格局。

多年来得耳布尔地区也曾出现过若干起森林火
情，但却皆未蔓延成灾。事实证明：得耳布尔林业局
重宣传、重联防、重配合的森林防灭火群防群治工作，
使“一片林、一家人、一条心、一个目标”，在生态保护
建设中不断深化和实践着，同心共筑的“绿色”梦成为
了现实。

60年来，得耳布尔林业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
改进中不断创新，并总结出了富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森
防工作基本经验“领导重视、严明制度、科学管理、群
防群治”，构建起森林防火的铜墙铁壁，成为了全国森
林防火战线的一面旗帜。

嫩叶吐新绿，花开又一年。得耳布尔林业局为自
己确定了下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向实现70年无重
特大森林火灾奋进……

卡鲁奔日出卡鲁奔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