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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身叫作‘火焰蓝’的制服，
带着使命和荣誉，走进了我的生命里。
火焰蓝，是火焰在极高温度下产生的颜
色，象征着火焰的高温和纯净，象征着我
们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希望
之光、生命之光！”2018年12月30日，江
苏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举行迎旗授衔和
换装仪式当天，消防员刘磊写下了这样
一段日记，他把这种使命和信仰沉淀在
换上“火焰蓝”后每一次灭火救援的战
斗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3个多月
后，这位年仅22岁的消防员战士在一次
救援任务中被湍急的水流卷走，再也没
有回来……刘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的铮铮誓言。

无畏的一跃

刘磊，湖南常德人，生前系江苏省消
防救援总队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吴江大
队盛泽中队一班副班长、四级消防士，
2015 年入伍时，他只有 19 岁。在职期
间，刘磊先后参加灭火战斗500余次，参
加抢险救援2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120
余人，先后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受
到表彰奖励。

今年3月19日9时33分，消防盛泽
中队警铃响起，消防员刘磊迅速登上消
防车，与队友们一同赶赴苏州吴江区盛
泽镇新东大桥，桥下是50多米宽的清溪
河，河道两岸是高高的堤坝。

9 时 39 分，消防车驾驶员张浩看见
一名女子站在桥栏外，面朝桥面，一手扶
着桥栏，情绪激动。现场民警正在桥上
安抚该女子。消防员叶勇胜、桑玉强边
穿救生衣边往河道南岸赶去，消防员刘
磊、吴观彪则跑上桥面准备配合民警安
抚女子。

就在这时，女子突然从桥上径直跳
下去。危急时刻，叶勇胜立刻下水救援，
游到落水女子身边。落入水中的女子情
绪依然不稳定，拼命反抗，使得救援变得
更加困难。刘磊看到现场情况紧急，随
即从桥上跳入水中，并对张浩大喊“快把
救生圈扔下来”，张浩立刻向水中扔下系
好安全绳的救生圈。

“看到女子一直挣扎，刘磊担心我会
有危险，所以跳下桥帮忙。我们将女子
抬上救生圈后，刘磊在最后面使劲推。”
叶勇胜事后回忆说。

“水下环境，在水面上是看不出来
的，只有下了水才知道。”说到这起救援，
叶勇胜的感受是水下深不见底，冰冷刺
骨，水流非常急，体能消耗很快。

救援工作争分夺秒。9 时 49 分，当
几位消防员战士用尽最后力气将轻生女
子送到岸边时，已经精疲力竭的刘磊再
也坚持不住了，猛地从水面沉了下去，没
入湍急的水中……

刘磊的失联牵动着现场所有人的
心，多支救援力量立即在清溪河中展开
拉网式搜寻。13时16分，刘磊被参与搜

寻的潜水员发现，送医抢救无效壮烈
牺牲。

年轻的副班长

2015 年 9 月份，刘磊离开家乡湖南
参军入伍，他骨子里那股“吃得苦、耐得
烦、霸得蛮、不怕死”的湘人气血，使他一
入伍便崭露头角。新兵班长张锐至今对
他印象深刻：“刻苦努力，凡事都力求完
美，队列、技能一样不落人后。即便如
此，还经常主动提出加练。”

新兵结业考核，刘磊名列前茅，但随
后他和老班长几次比拼失利，让天性要
强的刘磊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没有
气馁、没有退缩，一遍遍观察模仿、一次
次虚心请教、一回回实操练习，哪怕每次
只提高一秒他都很高兴。他一遍又一遍
地加练，抠动作、练速度，有时候半天练
下来腿上全是被梯子磕破的伤痕。

经过磨炼，2016年刘磊一举夺得全
市消防业务比武挂钩梯和 3000 米长跑
两项第一。正是这种刻苦、坚毅让刘磊
迅速成长为一名救援尖兵，2017年他被
提为战斗班副班长。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刘磊既有英
勇果敢、坚忍不拔的男儿血性，也有细腻
成熟、真诚善良的青春本色。刘磊平时
生活比较简朴，每个月工资他一分钱都
不多花，存下来隔几个月给老家的父母

汇一次。对待家人他懂事体贴，和战友
相处他诚以待人。

队里的器材设施坏了，他主动拿起
工具，不声不响地修好。刘磊把中队当
作自己的家，也把战友当成亲人。战友
吕家林因病卧床，刘磊执勤训练之余主
动陪护，一日三餐，送医送药，洗衣打扫，
一连好多天。

盛泽中队长年帮扶坛丘社区贫困学
生王浩文，刘磊时常从自己工资中省下
一部分，为浩文买生活、学习用品。刘磊
还经常带着战友去区乐龄公寓看望照顾
孤寡老人，和老人拉家常，给老人打扫卫
生。时间长了，老人们都说：“这些‘消防
儿子’比亲儿子还要亲！”

永远的战友

刘磊牺牲后，队友们怀着无比悲痛
的心情帮他整理遗物。大家拿出手机，
几乎每个人的手机相册里都能翻出几张
刘磊的照片。照片中，有 3 年多来一起
踢过的球赛和一起比武的场面。然而，
所有这一切，永久地成为回忆，刘磊将22
岁的宝贵生命定格在抢险救援最前线。

队友们回忆，几年来，每次执行灭火
救援任务，刘磊都冲在最前面。有一次
他们参与灭火救援，厂房里遍地瓦砾，浓
烟滚滚，刘磊想都没想就提着水枪跨上
窗台，对准火点一阵猛扫，用最快速度控

制住了火势。
3月18日，刘磊牺牲的前一天，吴江

区南麻永平村有人员被困在煤气爆燃的
民房中，处置时刘磊主动请缨，第一个冲
入火场，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对待训练
不言苦，直面危险勇无畏，是刘磊留给队
友们最深刻的印象。

“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下半年的工作中，我要珍惜在部队里
的每一天，给以后留下美好回忆。”这是
去年苏州消防改革转隶之前，刘磊在个
人总结中写下的一段话。

3 月 21 日 9 时，刘磊的追悼会在吴
江区殡仪馆举行，古城苏州人民将永远
铭记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向英雄告别
的庄严时刻，刘磊的战友及自发前来吊
唁的社会各界人士逾千人，冒着冷风细
雨，轻捧手中的素菊，噙着眼中的泪水，
与英雄父母亲友一起送别。向救人英
雄刘磊深情告别的时刻，每一个人都真
情祝愿英雄的忠魂永驻太湖东岸，守护
吴江大地。

一日长于百年，一瞬凝结永恒。一
个人告别世界，可以细鸿落雪般悄然，也
可以开山裂石般惊天动地。当有人在质
疑“95后”年轻人生活态度的时候，刘磊
燃尽自己22岁的生命，展现出青年一代
的担当、追求，托举起生命的希望，用实
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人民消防为人民的英
雄赞歌。

用生命谱写出人民情怀
——追记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吴江大队盛泽中队一班副班长刘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夜沉雨骤，百米危峦上，有他不惧生
死的逆行壮举；山崩石落，千仞峭壁上，
有他和工友们奋勇攀登的矫健身姿。

2018年7月12日，陕南略阳县城被
洪水倒灌后，公路中断、通信中断、供电
中断，宝成铁路白雀寺隧道上方的猫儿
山出现滑移式连续崩塌。为守护钢铁大
动脉的安全畅通，他和上千名抢险人员
展开了持续16天的艰苦鏖战。

他，就是黄伟，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汉中工务段乐素河桥隧车间主
任，一名从父亲手上接过养护宝成铁路
接力棒的“铁二代”，一位在“7·12”宝成
铁路抢险中历经生死考验的抗洪英雄。

2018年7月12日，山城略阳被淹后，
乐素河桥隧车间干部职工在雨中巡查时，
发现宝成铁路王家沱至乐素河区间227
公里处右侧护坡出现裂缝、鼓包，他们立
即果断拦下正在区间运行的一列货车。

接到水害险情信息，黄伟当即赶到
现场，确认护坡暂时稳定，限速放行了货
车。随后，在扩大范围检查时，他发现隧
道北口仰坡也出现裂缝。“当时，天已经
黑了，雨一直在下，不时还有落石滚到线

路上。根据经验，我判定这不是一次简
单的塌方。想到这，我立即带人上山检
查。”黄伟回忆。

黄伟和工友们登上山，发现一处15
米长的裂缝，导致铁路护墙开裂。

险情超乎想象。面对随时可能出现
塌方的山体，还要不要继续上山？如果
上，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如果不上，
又怎么把险情搞清楚？黄伟犹豫片刻，
对工友们说：“你们不要上了，我一个人
去看看。”

天黑路险，黄伟摸索着往山上爬了
20米，发现护墙开裂得更严重。检查完
护墙，黄伟继续往山上攀爬了三四十米，
没有发现新的险情。下山时，他又面临
新的选择：往北走还是往南走，北边安
全，但往北走就检查不到南面隧道仰坡
的情况；如果走南面，就要通过随时可能
垮塌的山体，人身安全难有保障。

想到身上背负的责任，黄伟果断选
择危险的南面山体，向白雀寺隧道上方
的危岩攀爬。

果然不出所料，爬了不到 30 米，黄
伟发现一个深坑，下陷区 20 米长、六七

米宽、50厘米深。他赶紧拍下照片，避开
塌陷区下山。可是，漆黑的雨夜里，在密
布的丛林深处，他迷路了，还扭伤了左
脚，被困在一棵树上。

7月13日凌晨4时许，黄伟被抢险人
员救下山，他立即将山上情况向抢险指
挥部做了详细汇报。没过多久，轰隆一
声巨响，半座山坍塌。黄伟说：“那一瞬
间我惊出一身汗，因为塌方的地方，正是
我检查经过的地方。”

一夜之间，猫儿山崩塌 7.5 万立方
米，白雀寺隧道北口被全部掩埋，泥石覆
盖线路100余米，接触网受损400米。

7月12日晚，中国铁路总公司技术专
家和西安局集团公司干部职工就地驻扎，
成立现场抢险指挥部。13日清晨，指挥
部决定成立排险队，由黄伟所在的乐素河
桥隧车间在坍塌体上部刷方作业，将松动
山体上的浮石敲掉，为机械进场做准备。

坍塌体上的刷方作业与平日扫山不
同，难度超出想象。没有上山的路，抢险
人员要背着土镐和撬棍，抓着安全绳、系
着安全带登到150米高、坡度近乎90度
的山顶，身体悬空像蜘蛛人一样，从上向

下清理危石和悬空的树桩。
在场的每一个人深知任务艰险。这

时，车间领头人黄伟说：“是党员的站出
来、跟我上，关键时刻我们不上谁上！”

黄伟几乎一夜未眠。他戴上安全帽，
一瘸一拐登上坍塌山体。其他职工见状纷
纷跟着他，一步一步攀爬到最危险的地方。

“我悬挂在塌体坡面时，不敢抬头，
也不敢回头。很多次，我们正在作业，山
体又塌方了，头顶不断有碎石滚下来，脚
下是翻滚的嘉陵江，望一眼，胆战心惊。”
黄伟坦言自己也曾害怕，但强烈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让他没有时间去细想，而是
一门心思地清除危石。

在黄伟的带领下，乐素河桥隧车间人
人奋勇争先，奔着早日抢通宝成铁路的目
标，完成了多项抢险攻坚任务。在西安局
集团公司宝成铁路抗洪抢险表彰大会上，
该车间荣获最佳党员突击队称号，8人获
得先进个人称号，2人被记大功。

7月28日17时，历经16天的艰苦鏖
战，宝成铁路顺利抢通，全线恢复通车。
看到货车安全通过白雀寺隧道，黄伟的
泪水夺眶而出。

铁路人黄伟——

不 惧 生 死 奔 危 峦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世界很大，万类霜
天竞自由。世界很小，行
万里路，只为回到内心深
处。”这是 《远方的足
记》自述，也是田谷源最
想说的话。

田谷源是谁？《远方
的足记》又是啥？

田谷源是南开大学文
学院 2017 级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学生，他创立了自
己的传媒公司——索凌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远方
的足记》就是索凌出品的
一档旅行综艺节目，在田
谷源的带领下，全程由大
学生自主拍摄制作。

作为一名在校生，田
谷源不断“跨界”，收获
了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创
意奖章，还成为南开大学
文学院艺术设计系建系以
来第一个获得天津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双修资格的
学生。

有个词很火，叫“斜
杠青年”，指的是不满足
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选
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多
元生活的人群。这么看，
田谷源妥妥地“斜杠青
年”一个。问他是如何做
这么多事情的，他说只是
因为“不甘于平凡”。

“田谷源很有个性，
也从不满足于专业学习，
他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文学院2017级环
境设计专业学生张宏鑫
说。“他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学生，他敢想、敢干，
而且干得漂亮。”田谷源的辅导员高默涵对他频频
夸奖。

在田谷源众多身份中，索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头儿”是特别有创意的一个。说到创办索凌，最初
的想法还要追溯到一节思修课。

田谷源说，当时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主题是
“‘95 后’的爱情观”，自己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用

“话题+采访”的形式完成。“想到了，就去做了，最
终形成《我想问问你》的校园采访，挺受欢迎。”再
后来，田谷源把《我想问问你》的幕后发展成一个小
团队，想把这件事做大、想把团队做大，就创办了
索凌。

田谷源和他的索凌，眼下正在忙的事情都跟《远
方的足记》有关。第一季《天空之境》共5集，12个
成员拍得很辛苦。德令哈沙漠怪圈的神秘力量、沙漠
中央的一湾泉水、已经废弃的小镇……这些都是《远
方的足记》想要探寻的秘密。所以，在录制拍摄的那
段日子里，从高原到戈壁再到沙漠，一行人扛着机器
走走停停，田谷源生怕有好的画面从镜头前逃走。作
为团队成员之一，2017级计算机学院本科生孙晓辉
眼中的田谷源，“很严格，为了呈现出最好的光线和
角度，反反复复地拍摄同一个画面是家常便饭”。而
且，为争取时间，团队成员基本每天深夜一两点睡
觉、凌晨六七点起床。虽然大多数人都算不上专业，
但也在不断磨合中提高了水平、形成了默契。

拍摄结束后，田谷源利用假期闷在家里剪了一个
月的视频，从 260 分钟时长剪到最后成型呈现的 93
分钟。在剪辑过程中，他将重点放在古建筑保护、城
市发展节奏、留守儿童等主题上。“茶卡盐湖被称为
天空之镜，但当我们真的到了那里，却发现它被塑料
袋覆盖。”田谷源用手比画着盐湖的样子，“看到那个
景象我很痛心，所以相比单纯的旅行，我更想通过这
部旅行综艺表达自己的观点”。

虽然过程很苦，但结果很甜。《远方的足记》第
一季网络上线后，评分和口碑都不低。“意境简单却
又回味无穷，如仗剑走天涯般潇洒，却又如春雨润物
般细腻”“这是一部很真诚的综艺，作者将历史、地
理、人文、社会热点与内心独白杂糅在一起，看这部
剧的时候，内心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
网友的评论足以说明问题。

有了第一季的成功，“斜杠青年”田谷源带着他
的团队，又开始了第二季的忙碌……

做
计
算
机
设
计
、创
办
传
媒
公
司
、录
制
旅
行
综
艺
，他
就
是—

—

﹃
斜
杠
青
年
﹄
田
谷
源

本
报
记
者

牛

瑾

“斜杠青年”田谷源。 梁玲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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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刘磊烈士追悼会

现场。

下图 消防救援中队为

刘磊搭设的灵堂。

（资料图片）

上图 刘磊生前在训练现场。

右图 从水中打捞出刘磊后，战友们悲痛不已。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