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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超级英雄
中秋夜，我站在海边觉察到天已凉了。晚风细细

密密的抚摸，安慰我过去两三个月里遭受的酷暑。抬
头望月，发现圆月衬托得夜色愈深；低头拿起手机看
时间，却瞧见了一则几天前没注意到的新闻推送：汶
川消防员抱出泸定地震中两个月大的婴儿。

仅仅是这几个字，让我鼻头一酸，眼泪差点掉下
来。

一个晃神，觉察到时间不早了，归程路上思绪却
停不下来。我身后是沙滩，是海，面前是万家灯火。海
风从背后吹过来，又让我想起那个夏天汗水的味道，
想起消防员身上汗水的味道。

刹那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四川天府
之国一隅泸定，断垣残壁，悬崖峭壁，他们把群众护在
身后；在中国其他地方，平稳的生活中暗藏祸端，他们
依然坚定地把群众护在身后。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危险就像是呼唤他们的号角，他们就是
散落在祖国大地的一个个“超级英雄”。

我曾经想，他们应该很特别吧。经过多年的训练，
他们有钢铁般的意志，更练就了一身救人的本领。可
今年夏天，我看着那些穿着防护服、顶着6月底30多
度高温、用封堵法帮群众处理马蜂窝的消防员，脱下
防护服，看上去就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半大孩子。那
年轻得让我忍不住羡慕的脸上，汗水密布成股流下，

119传递的感动
119，是一个冷冰冰的火警号码。尽管它为人们所

熟知，却没有人敢轻易触碰。
其实，119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一旦读懂了

它，或许，它便是你陷入悬崖边上，那一双热情向你伸
出的温暖之手；是你误入穷途末路的长夜里，那一盏
倾情为你点亮的前路之灯；是你身处绝望之际，那一
束深情为你跳动的生命之光。

2022年9月2日，走进启东消防救援大队，笔
者得知，截至8月28日，启东消防救援指挥中心今
年以来共接“处理单”445起，其中火警241起、抢
险救援107起、社会求助97起……在数百起拨打119
的救援呼号里，除了火警，剩下的便是：有人欲跳江轻
生；有人要跳楼；孩子的脚被卡在门框里了；某小区有
马蜂窝；某农户家里有蛇；某路口发生车祸有人被困
车内……

人们拨打119，急切的期盼中，既是对消防救援队
伍的一份信任，又是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履职能力和战
斗力的一种考验。

2018年改制转隶后，“消防”变更为“消防救援”，
其职能由原单一灾种转变为“全灾种、大应急”，职能
大拓展、任务大叠加。119火警呼号虽然没有随之改
变，但其内涵更丰富，更贴近社会实际，与人们安居乐
业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了。

启东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墙上方，

记忆中的“铁砂掌”
火焰蓝，光和希望！
更多的时候，他们好像只出现在电视新闻、手机

视频里。他们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铮铮铁
骨，却也有春风化雨的铁汉柔情。他们没有站在光里，
但永远是我们的英雄。

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他们并肩
作战，这段回忆既辛酸又感动，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经
历。两年前，我参加农村工作，那会儿正值农忙，尽管
再三叮嘱，依然有农民贪图方便在田间焚烧秸秆。一
天傍晚，村子的东北角火光冲天，我心中有种不祥的
预感，果不其然，当我们几个村干部带着救援人员十
万火急赶到现场时，火苗已经蔓延了半块玉米地，一
名农妇正孤身一人举着竹竿在火海中扑打，显然这样
做已是无济于事。火势出人意料的大，人群方寸大乱，
有的从田块边上的小溪里打水灭火，有的操起竿子扑
打火苗。农妇踉跄着转过身，那张被大火烘烤得红里
发黑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伴随着一声哭天抢
地的哀嚎，倒地不起。众人慌作一团，情急之下我笨拙
地掐了她的人中，学着旁人的样子扯起嗓子呼喊她的
名字。万幸的是她终于醒了过来，满脸惶恐：“我不是
故意的，我以为……”“大婶儿，别急，消防车马上就
到，很快就能把火灭了。”

其实，我也只是在自欺欺人，大婶的玉米地紧挨
着合作社上百亩小麦地，麦子刚收，秸秆还留在地里，
如果不能及时把火扑灭，上百亩小麦秸秆一旦引燃，
将会燃起熊熊大火，加上风吹火星到处流散，仅仅一
河之隔的几亩瓜果大棚和紧挨着的农家小楼面临着
巨大的危险。若大火不能及时扑灭，后果不堪设想，而
此时村民们自发组成的救火力量实在微薄。尽管已经
拨打了119，但盘算着消防队到村子里的车程，再看看
眼前的火海，我急得顾不上多想，操起大婶手中被烧
焦的半截竹竿也加入了救火的队伍。

就在我浑身热到像是被熏蒸一般难以忍受时，几
辆消防车应声而来，消防员们全副武装进入大火区，
疏散群众、引水灭火，为防止车箱水不够用，几名消防
员又在附近的几处小河里装上应急抽水设备。一瞬
间，人群退到大火后面，周遭的嘈杂渐渐消失，所有人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消防员们身上。此刻，他们是所
有人心中的救命稻草，肩上承载了太多责任和期望。
看着迅猛的火势，大婶幡然醒悟，抹了把眼泪低下头，
掏出口袋里的打火机用力扔到地上，颤抖着抬起脚将
它跺了个粉碎。

约摸着10分钟不到的时间，天空中灰烬飘飞，消
防员们默默收队。那些身影在晚霞的掩映下尤为耀
眼，我心头一热，低头抹了一下眼眶，还没缓过劲来，
却被一个硬朗的手掌盖住了脑门儿：“小姑娘，没事
吧，你这竹竿可救不了大火，知不知道是哪位打电话
报的警？”

“我，是我打的电话！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尽管已经不是什么小姑娘了，但此刻还是不争气地语
无伦次：“感谢，谢谢你们的帮忙，要不是你们……”也
许是听惯了感谢的话语，那只“铁砂掌”只是平静地朝
我挥了挥便示意我停下。还没等我缓过神来，消防车
已整装待发，留下的是那片希望的田野、四散的人群、
哭成泪人的大婶，还有灰头土脸的我。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夕阳下，他们带着
满身的尘垢离开，那一个个背影就像铁一般坚硬。他
们常救人于水火，却把自己置身于危难之中，真的很
希望，我们也能保护好他们！

机缘巧合，如今的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消防
大队门口，每一次，当我走过你们走过的路，心中依旧
充满了感恩和敬佩。尽管不能成为与你们出生入死的
战友，尽管“铁砂掌”下的我只是个素人“小姑娘”，但
我将以你们的精神勉励自己，努力成为一个为人民群
众带去幸福的人。

火焰蓝
丢掉原来的臭毛病
卸下隐秘和伤痕
擦净脸颊和手掌

带着零零后灿烂的笑容
走向忠诚、纪律以及
纯净清澈的火焰蓝

一如军歌回荡在胸腔愈加嘹亮
站上高耸的云梯

才能听清灵魂在歌唱
起床、训练、出警
汗水和感动

突然看清多年在流浪
生活是诗行

写在平凡的路上
有人把快乐同我分享
在明亮喷香的食堂

有人教我牙刷如何摆放
纪律是我们神圣的教养

有人忧愁我
是眉头紧锁的队长
忧愁我如何充分燃烧

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火焰蓝
日复一日雕琢

防火服里的肉身
从沉重到轻灵

体能和意志在蓄力
只为火警响起

一秒都没得迟疑
初生牛犊

渴望英雄场景
少年话语多么鲁莽
挑破陈年旧伤

劈头盖脸的臭骂
赤红皮肤下青色血脉激荡
强压着火焰的坚毅和凄凉

似乎懂得
平安下的大好春光

致敬火焰蓝
西方社会敬仰偷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中华文化

赞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确实，人类进化史上，学会用
火的作用不亚于直立行走。告别茹毛饮血，开启人类
文明新纪元。然而，火一旦失控变成火魔就会成灾，危
及生命财产。于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的消防员
成了观世音般的存在。

每当听到消防车急促的鸣笛声，我祈祷这是演
习，即使去救火救灾，我也但愿有惊无险、少损财
产、没有人员伤亡。今年8月中下旬，重庆山火突
发，消防救援力量火速集结，百姓积极配合，山火
终被扑灭。欢送现场，有位大婶哽咽感叹：“他们也
是人家的孩子！”此话当即让我感动泪流。今年9月
2日，带着这份祈祷和感动，我前往启东市消防救援
大队采风。

进入会议室落座，听取消防情况介绍、观看队史
短片，感知发展、心生敬意，其间最不忍心听到消防员
在启伤亡。面对2016年5月31日救火牺牲的时任副
大队长陈帅烈士遗像，除了仰视其巍峨、崇敬其精神，
更多的是万般的不舍与无尽的惋惜。我们当铭记：关
爱消防员义不容辞，千万不能造成消防员体伤次生心
伤、流血衍生流泪。期盼人们能自觉减灾防灾，避免人
祸烦劳或惊动消防员；更无需为了解救上树的宠物猫
而拨打119，消耗救援力量。

观摩救援设备时，无不惊叹近年来机器人、无人机、
进口车等现代新型设备不断进入消防救援的训练与实
战、以硬件升级赢得救援的实效，并提高救援人员的安
全系数。观看翻越障碍物表演时，有位入队半年的救援
人员不慎摔倒，此时我没有丝丝苛求唯有阵阵心疼，毕
竟他才20岁开外，社会上有多少孩子正经受如此的历
练、作这样的奉献啊！在队员宿舍，我看到床头人员卡上
写着姓名：汤**；职务：战斗员；出生年月：1998年10月。
的确，正是这些热血青年在那火焰蓝中不懈奋斗、追求
理想、实现价值，才有了我们安宁的生活。

橄榄绿涅槃成火焰蓝。2018年11月，消防队伍由
武警系列转为国家应急救援系统，执行全灾种救援任
务。启东消防救援队伍牢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延用军事化管理模式，赓续优良
传统，锻造适应新时代所需的消防救援队伍，树立“统
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
崭新形象。在启东境内日均两三起火灾的高强度救援
形势下，消防员向启东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

时间就是生命财产，消防救援就是与时间赛跑。
2021年，启东市政府投入1.5亿元新建8座消防救援

东疆掠影
●

曹琛扬

散文欣赏 施正辉
●

星期诗汇
●

江帅

走近记忆
●

金艳

站，全市消防救援站总数达15座；今年消防救援队员
第二期招聘正在报名，计划招聘70名，专职消防员队
伍将超过400人，这必然大大缩短消防救援人员抵达
受灾现场的时间，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消防救援人员做到有警出警、无警练兵，功在平
时、见效战时。按照惯例，消防救援人员从接到出警命
令、穿上装备，到车辆出库必须在1分钟内完成。“时刻
准备着”的应战心态，分秒间整装待发是消防救援队
员的常态。大队教导员介绍，有一名消防救援队员休
假期间在电影院准备观看电影，一听到开映铃声，竟
然条件反射般迅速起身冲出影厅。

假如有人问我，此次采风后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致敬火焰蓝！

灯下漫笔
●

陆汉洲

“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16个红
字赫然在目。其下方，便是正在形成并将影响启东的

“轩岚诺”台风气象卫星云图和大队所属18个消防救
援站的实时动态图像。

“十六字”应急管理体制，是消防救援效率和战
斗力的集中体现。

“消防救援警铃一响，我们的战士会在1分钟内
完成消防服穿着、滑杆下楼、车辆出库。”启东消防救
援大队教导员邱跃国介绍，“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
们的战士24小时都处于临战状态。”

伴随改制转隶，消防战士的服装由原先的“橄榄
绿”换成了消防救援战士的“火焰蓝”。虽然消防救援职
能有所转变，但“火焰蓝”是消防救援战士的主基调。

新战士入伍后的第一堂课，就是看队史、学英
模，进行入队宣誓。“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对于消防救援战士而言，这决不是一
句空话。

在人们一次次拨打119的消防救援呼号里，无不
传递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2016年“5.31”海四达爆炸事故救援中，原启东
消防大队副大队长陈帅用31岁的生命谱就的英雄赞
歌，久久回荡于东疆大地；

2018年初，时任启东消防中队战斗一班班长、江
海路消防救援站副分队长王焕军，出警处置某化工
厂液体原料泄漏事故中，带领内攻组两次奋不顾身
冲进火场；

“00后”消防救援新战士小顾，2021年冲着“火
焰蓝”的崇高职业应征入队，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任
务，是从某小区7楼破窗救助独自被困6楼不满1周
岁的男婴，当事人感谢的话，他没往心里去，铭记在
心的，只有入队时的铮铮誓言；

现年58岁的吕四消防救援站站长朱爱民，每次
出警参加抢险救援，总是身先士卒、冲在一线。关键
时刻，他从没想过“自己是个快要退休的人了”

……
“逐梦火焰蓝 建功新时代”，成为启东消防救援

战士的崇高追求。启东消防救援大队建队以来，先后
参与救灾1.65万次，救援5.36万人，抢救国家和人民
财产超百亿元。

没抱怨一句，反倒是安抚周围群众：“不要担心外出的
马蜂会回来，它们发现巢穴没了，徘徊一段时间就会
离开。”

我与友人在电话里聊起此事，她说，今年夏天，因
为长时间没人在家做饭，她家的抽油烟机管道里“长”
出一个蜂巢。5楼高处，消防员穿着防护服、防护带，折
腾了大半个小时，又是用杀虫剂又是用喷火法，把蜂
巢从烟管里取出装在袋子里拿走。消防员走时，还细
心地把友人家的烟管用胶带重新封好。我俩异口同声
感慨：“消防员还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说
完之后是良久的沉默，我相信她和我一样，都在心里
感叹中国消防队真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天府之国的他们，海边沙地的他们，中原之处的
他们，在华夏之疆的他们，是那么像。

确实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艰苦训练的手拂过
他们的脸庞，孩子的稚气和孱弱被慢慢剥离，加速了
他们的成长。确实也是同一种氛围下长大的人，心中
刻着“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眼底里刻着“不惧困
难，牢记使命”。他们就像是长城上的一块块砖，同样
的坚毅，同样的坚守，穿上防护服让人分不清彼此，脱
下防护服又能让人们看到一样坚毅的面容。他们手拉
起手，便筑成了中国的又一座“长城”。

我漫步离开沙滩，站在万家灯火下，看向海的方
向。万家灯火美，江海月色也美。恍然间，我觉得这些
美是消防员把危险和困难挡在身后，捧起来给我看
的。我对着这些美在心底说了声“谢谢”，又忍不住叮
嘱一句：万事小心，一定归来。因为，你们捧在手心里
的美好，你们应该第一个看到。

烈火青春烈火青春 卞云凯作卞云凯作

黄楚平书黄楚平书

腾空飞跃腾空飞跃 黄一彬摄黄一彬摄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徐昕摄徐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