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9 日早晨 6 点刚过，云南昭通军分
区政委张亮就从鲁甸县龙头山镇的驻地出
发了。这一天，他走了 3 个偏远村查看搜
救和排险情况。回程遇上大雨，直到晚上
11 点 30 分，记者才见到了他。和张亮聊
天，最深的感受有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细”。张亮的“细”不是心
细如发，而是胸有全局、善抓关键细节。记
者注意到，在讲述搜救过程时，张亮 3 次提
到让战士们注意危险，听到号令必须撤
退。其中一次，有座老房子摇摇欲坠，他坚
决反对进入屋里，而是要求救出门边的伤
者马上撤离。战士们离开不到 5 分钟，整
座房子就倒塌了。“没有自身的安全，就不
能完成任务，这是前提。”张亮说，“当判断
自己的牺牲可以换来党和人民的利益时，
我们应该奋不顾身。但是不能一般地要求
勇于牺牲，还要讲究科学救助、安全救灾。

就像这一次，如果处置不当，我就是千古
罪人。”

张亮认为，平时训练要细致，危急时
刻要周到。带队的人应心中有数，该花的
时间一定要花，该放的时候一定要放。这
一次，16 时 30 分发生地震，15 分钟后就
确认了震中，18 时 50 分张亮就带着先遣

队赶到了现场。“时间就是生命，那天晚上
共救出 15名伤者，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个字是“全”。没有人天生细
致，周到的人多半经历多、思考多。张亮
也是这样。他 6 次参加重大抢险救灾，
荣立战功、多次受奖。“如果说我在工作
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性格作风，并不是

天生的，而是在组织培养下长期磨炼形成
的。”就拿此次地震救援来说，作为本地力
量，昭通军分区最紧张的是大部队赶来前
的一天左右时间：一要通过民兵信息员组
织迅速查明灾情、确定震中；二要尽快组
织力量赶往灾区救援；三要为搜救大部队
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天，就可以把指挥
权上交，服从整体分配加入到救援体系
中去。

可以说，在前 24 小时，张亮就是总指
挥，他和战友们不仅完成了应急救援，而且
考察了直升机降场、为大部队第一次作战
会议建好指挥中心等。此后，又按照统一
部署，负责光明村的搜救排险等工作，均得
到指挥部的高度评价。他指挥的虽然是民
兵，但作风和部队一样扎实深入。排险搜
救不留死角，为指挥所转换任务提供了正
确的依据。

天上“下刀子”，也要闯过去——

探路先锋郑文春
罗 鑫

3位亲人遇难，三过家门不入——

坚强战士余才皓
本报特派记者 张 忱

科学施救显身手——

“24小时总指挥”张亮
本报特派记者 乔申颖

8 月 9 日下午，被称为“乌蒙铁军”的
陆军第 14 集团军某炮兵团战士余才皓，
和战友们一起来到鲁甸县李家山村，帮助
村民清理危房，排除安全隐患。他们小心
翼翼地将掩埋在废墟中的财物挖出来，移
交给户主或者村委会。余才皓一脚深一
脚浅地在废墟上来回穿行，将房梁、木板
等沉重物件搬到一起。

余才皓的家就在鲁甸县龙头山镇龙
泉村骡马口社，是本次地震的震中，受灾
最重。在随乌蒙铁军紧急赶往鲁甸的路
上，余才皓终于拨通了家中的电话，奶奶、
嫂子和侄女 3 人不幸遇难，母亲头部受
伤。同班战友邓彪说，听到这个噩耗，余
才皓一下子变得很沉默，一夜都没合眼。
余才皓告诉记者，奶奶从小就很疼他，他
和奶奶特别亲。2 个月前，奶奶查出了白
内障，家人劝她马上切除，奶奶执意不肯，
说要等才皓退伍回来，让他陪自己去做手
术。可是，余才皓再也没有机会陪奶奶去
医院了。

失去亲人的悲痛无法用语言形容，妈
妈的伤情也让余才皓时刻挂念，但他并没
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班长吴洪说，
8月 4日，部队到达火德红镇之后，马上进
入各村社开展救援。余才皓等 10 人组成

的侦查分队，冲到大坪村寻找幸存者。不
论搜救排险还是装卸物资，他都冲在最前
面，两次因为过度劳累而险些昏厥。可稍
一休息，他又不顾劝阻继续投入战斗。

余才皓告诉记者，当时他想到了自己的
妹妹，想到自己当时没能在她身边救她，想
要回家里看看她，还有去世的奶奶、嫂子和
侄女。可是，转念一想，人死不能复生，而这
里还有很多人需要救援，还有很多人需要帮
助，要赶紧把这里的工作做完，再回去看
他们。

8 月 5 日，团里的干部陪余才皓回家
看望了亲人。他看到在鲁甸县医院住院
的母亲，伤情已经稳定，爸爸和弟弟在龙
头山镇安置点生活也有保障，当晚就回到
了部队。

余才皓说，妈妈一再交代，完成任务
再回去。现在奶奶、嫂子、侄女的遗体已
经火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完成任
务，然后再回去参加奶奶和其他亲人的葬
礼。这里的群众也是我的亲人。

乌蒙铁军政委朱江说，余才皓不仅能顶
住压力，坚强地克制住心里的悲伤，而且能把
民风民俗先放在一边，以救灾任务为重，这在
一个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很不容易的。他是一名坚强的战士。

“危险！大家快停下。”武警昭通支队
政委郑文春的喊声刚落，山坡上成吨重的
巨石“轰”的一声滚落下来，砸起了高高
的烟尘。

8月6日早上，20名武警官兵抬着伤
员匆匆走在震中龙头山镇通往八宝山的涧
底小道上，郑文春的一声呼喊让官兵们躲
过一劫。

“我在前面探路！就是天上‘下刀子’，
我们也要闯过去。”先后带队参加过云南
彝良、永善抗震救灾的郑文春，多次经
历生死考验。

5公里的“死亡通道”，他们整整走了
2个多小时。伤员安全送达医疗点后，郑文
春匆匆扒拉口饭，又带着几十名官兵赶往
老街子派出所。

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人直打
寒战。官兵面前的老街子派出所已面目全
非：一座四层高的楼房仿佛被巨斧拦腰劈
断，顶楼两层硬生生“坐”了下来，把前
墙压成了一堆废墟，几面半垮的后墙矗立
在雨中，4名民警已在废墟中困了10多个
小时。方位不明，两台临时调来的起重机
不敢贸然大规模作业，一点点搬运着压在
废墟上的预制板，可是时间不等人。

雨中的郑文春仔细考察着现场。这

时，前墙塌压在后墙上形成的三角形废墟
引起他的注意。彝良抗震中，指挥官兵救
出 10 多个人的郑文春心里清楚，人若活
着，只能在这地方。

“谁知道这个派出所的构造图？”急疯
了的镇干部被郑文春的这一喊吼醒了，赶
忙找来老民警。“那个位置是二楼会议
室。”判明方位，郑文春果断带着3名士官
在后墙打洞施救。

“你们没经验，还是我去。”他一把拦
住正要进洞的战士李涛，猫下腰，钻进了
半人高的洞口。“快来搭把手，人找到
了。”当郑文春和战士们抱着 2 名女民警
奇迹般地出现在洞口时，乡亲们顿时欢
呼起来。此时，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的
郑文春腿一软，一个踉跄栽倒在废墟上。

他实在太累了。地震那天，70 多岁
的老娘想念儿子，大老远从四川老家赶到
昭通来看他，可郑文春还没来得及和老娘
坐下来聊几句，吃个饭，就把她一个人撂
在昭通。

“灰街子那条路可是天险啊！战士们
出发了吗？”大伙好不容易拣了块干的地
方，支了张床，想让他睡个囫囵觉，但
一大早，郑文春又一次带队闯进了雨
幕中。

云南昭通军分区政委张亮（前排右一）正带领战士和

民兵清理废墟。 张仁传摄

乌蒙铁军战士余才皓（中）正与战友抢险救灾。

本报特派记者 张 忱摄
武警昭通支队政委郑文春（右一）带领救援队在灾区

运送伤员。 谢析搏摄

鲁甸地震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紧急出征，昼夜兼程，挺

进灾区。来自成都军区、北京军区、空军、二炮和武警部队的近万名官兵短时间内

全部到达 3 个重灾县 13 个重灾乡镇，全力展开抗震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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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云南省民政厅的消息，截至8月10日17时，
云南省共接收昭通鲁甸地震捐款47863.79万元，捐物
价值14021.06万元。

来自云南省民政厅的消息，截至8月10日17时，
云南省共接收昭通鲁甸地震捐款47863.79万元，捐物
价值14021.06万元。

云南接收地震捐款逾 4.7 亿元

8 月 9 日，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负责人陈招学

（右）在农业银行帐篷银行存款。当日，陈招学收到一

笔 60 万元的匿名捐款，捐款人叮嘱用于受灾群众。陈

招学把钱存到银行暂时保管。

救灾物资和资金发放到户到人
截至目前，中央、省级已下拨救灾资金6.23亿元，

遇难者抚慰金和应急救助资金已拨付到乡镇，正在陆
续发放到户到人。民政部门要求确保11日应急救助
资金和遇难人员抚慰金全部发放到位。此前，救灾物
资已于9日实现受灾群众全覆盖。

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地震灾区，救援人员在搬

运救灾物资。

震区通信已恢复到震前水平震区通信已恢复到震前水平
截至8月10日8时，云南巧家县、会泽县公众通信

运行正常。鲁甸县共有401个基站，个别基站退服，鲁
甸县通过采取新建基站、网络优化扩容和应急车保障
等应急措施，灾区通信已恢复到震前水平，满足了救灾
指挥和灾区群众的通信需求。

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通信工作人员正在做架

设线路之前的准备工作。

本报昆明 8 月 10 日电 记者周斌报道：来自云南
省民政厅的消息，灾区对遇难人员遗体运送开辟绿色
通道，在征得遇难者家属同意的基础上，通过火化、土
葬等方式对遇难者遗体进行处置，截至 9 日 19 时，灾
区遇难人员善后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理。

据悉，截至 9 日 15 时，民政部门已将 71743 顶帐
篷，50 座简易厕所帐篷，1 万盏应急灯、1200 件彩条
布、39500 床棉被、65997 件大衣、2.5 万套衣服、2 万套
折叠床、1 万条睡袋、4000 件雨衣和 5000 套折叠桌凳
等物资运抵灾区。

云南省民政部门全力保障昭通鲁甸地震灾区受灾
群众生活，采取直升机空投的办法在鲁甸县重灾区龙
头山镇八宝、翠屏、光明、银屏和巧家县包谷垴乡、新
店、老店等地实施空投，共投放大米 24 吨、方便面
8000 件、矿泉水 2400 件、棉被 1740 床、帐篷 299 顶等
生活物资。

遇难人员善后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特派记者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