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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人来说，家是归宿，是温暖，是安全。
今天这里的主人公们，却选择离开自己

的家，从祖国各地奔赴到同一个新家——奇
乾。在这里，他们面对的是孤寂，是寒冷，是
危险。

但是，没有人后悔。他们说，这是命运使
然，也是内心抉择。

下面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一

极少有人到过我国北疆一个叫奇乾的地
方。它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林木
是这里的多数物种，熊和狼会用吼叫声证明
自己在这里的存在。

相比之下，人在奇乾是一种罕见的存在。
奇乾乡仅有的4户居民列举了这里有多

么不适合人类居住：一年中冬季长达9个月，
气温最低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遍布的原始
森林阻挡着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他们的后代
和曾经的邻居都搬到了最近的邻乡，那里距
离奇乾有150公里。

1962年，曾经的森林警察部队在这里建
立了第一个哨所。第二年11月，内蒙古森林
警察支队第一大队十七中队在这里成立。

此后的50多年里，这支队伍经过多次调
整、改制，成为今天的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
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七中队，归属国家
应急管理部。

在森林消防系统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
奇乾中队。

12年前，来自四川凉山的布约小兵结束
了新兵训练，被分配到这里。下车后不到10
分钟，他就想离开。吐一口口水立刻结成冰，
眼睛闭上一会就被冻住，可见范围内，营房几
乎是惟一的现代文明元素。

如今，布约小兵已在奇乾中队驻守了12
年，成为一名二级消防士。

这是绝大多数奇乾中队队员都经历过
的：刚到时满是后悔和不适，慢慢地，在对孤
独的逐渐习惯中，在与烈火的奋力对抗中，他
们找到了留在这里的理由。

“奇乾的魅力在于，外面的人不愿意来，
里面的人不愿意走。”在中队营区的一条栈道
旁，挂贴着退役队员王熙杰离队前的这条
留言。

二

奇乾中队经历过 23 位中队长，如今，28
岁的王德朋是第24任。一年前，王德朋从北
京林业大学硕士毕业来到奇乾中队，成为中
队历史上最年轻的中队长。

和王德朋搭班子担任中队指导员的王永
刚，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比王德朋早3年
来到奇乾中队。带着“好男儿就当建功立业”
的雄心壮志，这位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一
头扎进这个至今不通宽带的地方。

在森林消防系统，没有经过几十次的火
场实战，当不了指挥员。

王德朋和王永刚都在林区火场中淬炼
过。如今，他们有着共同感受，当了指挥员
后，执行任务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出了营
区就紧张，因为考虑的不再仅仅是灭火，更重
要的，是把所有人安全带回来”。

王德朋曾参加过一场很大的森林火灾扑
救任务，当时队伍刚接近火场，他曾经的指导
员看到烟柱的方向突然变了，立即命令大家
赶紧撤退。

王德朋看见，火舌借着风，像火车一样，
发出呜呜的声音，迅速向他们扑来，树林发出
噼里啪啦的响声，不到1分钟，他们原来的位
置已成火场。

奇乾被称为“风停止的地方”。但是在大
兴安岭的火场，风停止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风
力大和风向多变，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借着风，火头在林子里乱窜，可以轻易把
本来置身火场之外的人圈进去，完全来不及
躲避。

“无论执行过多少次森林灭火任务，也没
人敢说自己经验丰富。在林区，每场火都有
自己的特点，如果地势和天气联合起来跟你
不讲理，你就会发现，自己面对大火有多么渺
小。”布约小兵说。

三

在森林消防系统，大家把参加扑火任务
叫作“打火”。这一说法的来源已经无从考
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在
和平年代，这就是“战争”。

队员王天宇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我
们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拿着打火用的风
机。风机上的风筒就是我们的枪。拿着它上
火场，感觉就像上战场打仗。”

打火是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
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重大森林火灾震

惊世界。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通过电话向
扑火前线副总指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什么
要求？”回答说：“增加风力灭火机，增加森林
警察！”

由此，这支被称为“烈火中的红孩儿”的
队伍开始被国人知晓。

对于新队员来说，第一次打火往往很兴
奋，坐上去火场的车，他们会说个不停。

老队员们则明白，车一旦开出营区，啥时
候能回来，运气很重要。这时候，老队员们都
会闭上眼睛不说话，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储存
体能。

考验往往在队伍与火相遇之前就已经
开始。

奇乾中队负责的防火面积有95万公顷，
人均防火面积约为 24000 个标准足球场那
么大。

这一地区高山相连，原始林木密布。当
山林起火时，汽车能做的，只有把队伍送到距
离火场最近的公路切入点。剩下的路，需要
队员们徒步走完。携带的打火工具和给养，
让每个人的负重少则五六十斤，多则八九
十斤。

雷击火是常见的起火原因。队员们徒步
的距离由雷击地点决定，没有规律可循。

王永刚曾经带队走过一段直线距离为
13公里的山路，用了27个小时。

原始林区没有人去过，自然也就没有
路。所有的路都是队员们拿着镰刀和油锯开
出来的。

走到后半夜，困意和疲惫侵蚀着每个人
的身体，思考的能力和兴奋的感觉消失殆尽，
只剩下机械行走的躯体进行着条件反射式的
报数。

王永刚说，在这里，没有先天能吃苦的
人，只有后天硬扛的人。

四

所有的硬扛都是为了与火场的相遇。相
遇后，战斗随时打响。

林火分为树冠火、地表火和地下火。其
中以树冠火的扩散最为迅猛。火在树冠上燃
烧，火头往往有十几米高，借着风势，从一棵
树烧到另一棵树，在山林里肆无忌惮地游荡。

打火并不一定在队伍抵达火场后就立刻
开始。风大、温度高的时候，火势最猛，这时
候一般不直接打火，因为火势难控制，危险性
很大。

抵达火场后，指挥员马上勘察地形和天
气，预测过火面积，确定建立隔离带位置。队
员们则根据指令，砍倒林木，挖地壕，打出隔
离带，确保把大火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向火魔进攻，往往在风力变小、气温下降
时开始。

老队员们组成尖刀班，冲在前面，背着风
机打火头，年轻队员跟在后面清理余火。

战术能力的提升和装备的现代化，快速
提升着森林消防队伍的扑火能力。如今，
96%的林火可以实现当日扑灭。

但是大兴安岭的独特环境，决定着在这
里要打赢一场林火战役，耗时六七天并不
罕见。

布约小兵曾经执行过一场长达半个月的
打火任务。打火结束时，队员们的鞋底、袜子
与脚皮黏在一起。脱下鞋，破碎的袜子和脚
皮也被一道撕下来，队员们用碘酒在脚上擦
拭后，再用刀尖把黏在脚上的袜子碎片从血
肉模糊的脚底板上割下来。

被当地人称为草爬子的蜱虫，同样会带
来不小的麻烦。在奇乾中队，不少人都在打
火时被蜱虫咬过。一旦被蜱虫附着在身上，
它就会把头部的针管刺入人的皮肉里，注入
麻醉毒素，而后吸血。如果发现得早，可以用
烟头把蜱虫烫出来。如果硬拔或者发现太
晚，蜱虫会钻入肉里，只能用刀把皮肉割开将
其取出。

但是队员胡彭冲觉得，与打火时缺水相
比，这些痛苦都不算什么。

长时间靠近烈火，会造成人体水分加快
流失。有经验的老队员格外珍惜带的水，无
论多渴，每次都只抿一小口。

不少年轻队员都吃过没有这种经验的苦
头。胡彭冲第一次打火，在前往火场的路上
就喝完了自带的水。那场火足足打了 4 天，
队员们的水全部耗尽。

胡彭冲开始饱受缺水的折磨，“脑袋里就
一个声音——找水”。

班长教他一招：用刀划开桦树皮，插入一
根木棍，引出水分，用瓶子接住。一个小时
后，接了三厘米高的桦树汁，大家分了，每人
抿了一口。

在林区火场上，“扣头”是最动听的一
个词。

“扣头”的意思是分布在不同火线的队伍
实现碰面，这意味着队伍完成了对火线的合
围，火势得到了控制。

火场上能见度不高，打火的队伍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扣头”。观察整体火情
的后方会掌控一切，通过对讲机告诉火线上
的指挥员：某某中队注意，前方多少米是某某
中队，马上实现“扣头”。

“这声音传来时，我们就知道，终于能从
火的地狱回到温暖的人间了。”王德朋说。

五

2012年的一次打火，让王永刚爱上了吃
罐头。

那一次，王永刚跟着队伍去打火，从火场
撤下来时，所有人的给养都消耗完了。副教
导员赵彬拿出仅剩的一小瓶罐头，分给大家
吃，每人吃了一小口。

到现在，一看到罐头，王永刚还会想起那
种感觉，“清爽无比，没有什么比它更好吃”。

回去后，王永刚买了两箱罐头，给所有队
员每人送了一瓶。

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政委康建有觉
得，火场是大家建立情谊的地方，“很多新队
员，都是在跟大家分着吃仅剩给养的时候，开
始把队友当成家人”。

这种森林消防版的《一个苹果》的故事，
几乎所有大兴安岭的森林消防队员都经
历过。

布约小兵最难忘的版本是大家分食火腿
肠：2011 年的一场林火，奇乾中队带了 3 天
的给养上火场打火，然而 5 天才打完火。全
队的给养已经基本耗光，当时的中队长李志
刚召集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拿出两根火腿肠，
切成片放在中间。

布约小兵说，每个人都恨不得全吃了，但

是没有一个人先动手。最后中队长给大家
分，一人两片。

队员们分食的两根火腿肠，是李志刚从
自己的给养中省下来的。

在奇乾中队，没有人因为级别高而在火
场上享受优待。级别越高，必须越能扛。

2017 年，奇乾中队打完一场火后，被告
知飞机已经支援其他火场，无法投放补给。
大家搜集了仅剩的一点面和一点米，做了一
锅疙瘩汤和一锅稀饭，王永刚带着骨干队员
先喝上层的汤水，底下的面和米留给新队
员吃。

六

稍老一点的队员可以作证：奇乾在变。
尽管与外界的变化相比，这里的脚步慢了
很多。

2015年，奇乾通了4G信号，所有人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下载微信，和家人视频。

在更早的2009年，营区的后山上有了第
一个微基站。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队员们带
着手机到营区的几个位置，一个格的2G信号
就会出现。

“营房三楼右侧第二个窗户处，训练场的
单杠上，菜窖旁空地上一人多高的位置……”
老队员们没有忘记这些有信号的任何一个
位置。

手机一旦找到信号，身子就一点不能再
动。换个动作，信号就会消失。曾经有队员
在树边找到信号后，把手机挂起来，打开免
提，拨通电话，对着手机喊。

电信公司员工柴瑞峰负责奇乾的电信手
机信号保障。2009年，他第一次来这里安装
微基站，队员们全都上山跟他一起干，“干到
晚上八九点，劝都劝不住，不肯停。”

安装完微基站，一个队员在找到信号后，
给家人打通了第一个电话，一边说一边哭。

除了信号，奇乾的路也在进化。莫尔道
嘎镇的王锡才对此最有发言权。

水泥公路修好后，从莫尔道嘎到奇乾的
时间从大半天缩短到3小时。如果天气情况
良好，王锡才每隔9天上一次山，给大家送蔬
菜和日用品。从2006年开始，王锡才跑废了
3辆车。队员们称他为“莫尔道嘎车神”。

即使是“车神”，对奇乾的山路也充满敬
畏。寒冬来临时，地下的暖泉水流到路面，流
一层冻一层，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冰包，最高
能有两层楼。

王锡才说，要想让车安全通过，“必须在
冰上一点点凿出刚好车轮宽的路，然后在心
里祈求一下平安”。

王锡才可以毫不费力地讲出这条路的许
多故事：例如，曾经的中队长尚国义的爱人来
探亲，遇到大雪封山，思夫心切的她强行上
山，到距离营区 19 公里的地方，再也无法前
行，含泪返回。

七

王德朋刚到奇乾中队时，惊讶队员们的
纯粹，他看到大家的眼睛里都充满了真诚和
平静，“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跟他们打成一
片”。

队员王震来自安徽阜阳，到奇乾中队已
经 9 年。他负责营区锅炉、发电机等重要设
备的日常运转。来中队的前 3 年，他没有回
过家。

而王震的师父郭喜，因为工作几乎无人
能够替代，曾经9年没有回过家。

郭喜用同样的话安抚过很多刚到奇乾中
队的新队员：“后山那些花，你关注它，或者不
关注它，它都会开。不是为别人开，是为自己
开。”

王震觉得，在奇乾的一个好处，就是有一
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内心很平静，终极目的就
是打火，其他事不会想太多。

一位转业老兵在多次到访奇乾后，很受
感动，写下一首歌，歌名叫《家在奇乾》，成了
中队人人会唱的歌。

歌词写道：“穿过了茫茫大草原，走进了
巍巍大兴安，林海深处安了家，家名叫奇乾
……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看惯了我的林
海，爱上了我的奇乾。”

在一款音乐 APP 上，也可以找到这首
歌。一些已经离开奇乾的老队员留下评论，
表达着他们对“家”的思念。

八

森林消防人把自己定位为祖国的“守夜
人”。守护在国家北疆的极寒之地，和冰与火
为伴，他们的身后，是辽阔的国土。

每逢国家重大节日和新队员报到，奇乾
中队都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穿上火焰蓝的常服，来到距离营区
2.7公里的国土边界处。

大家挨着界碑，排好队列，整理好衣装，
把消防救援队旗展开。

王永刚带头，大家握起右拳，举手宣誓：
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队伍和队旗都面向祖国。王永刚说，那
就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家园。

和平年代，

谁是英雄？我会

想到很多群体。

但是我在奇乾见

到的这群人一定

是其中之一。

在奇乾的每

一天，我都被一

些东西感动着。

奇乾中队原

指导员赵国明，

在爱人陈丽来营

区探亲那天，突

然 接 到 打 火 任

务。陈丽走到营

区门口那一刻，

恰逢赵国明的车

开出营区。两人

在营区门口相视

一眼后，赵国明

留下一句“等着

我 ， 我 很 快 回

来”，就去了火

场。

7 天后，陈

丽 假 期 结 束 返

程，始终没有见

到赵国明。此刻

的赵国明，正在

与火魔激战。他

回到奇乾，已经

是陈丽离开营区的又一个7天之后了。

在奇乾中队，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当队员们敞开心扉诉说时，你能感受到他

们常年远离家人和家乡的相思之苦和思乡

之情，又能感受到他们对大兴安岭林海深

深的眷恋。你能感受他们在火场鏖战时的

紧张和对大自然的崇敬，也能感受到他们

被这份职业激发出的英雄气概。

孤独与不舍，恐惧与无畏，在这群人

身上融合，没有矛盾地展现出来。

奇乾中队这些可爱的人们，有一种独

特的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那就是他们面

对这一切时，所表现出的平和与纯粹。

每个跟他们接触过的人，都对他们有

着同样的感受：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

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更没有一

丝一毫的邀功自赏。在讲述与死神擦肩而

过的经历时，与日常吃饭、喝水的表情没

什么两样。他们将自己所做的这些不平凡

的事，看得那样自然。

要想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形容这样一

个群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最

可爱的人”，可能恰如其分。

家 在 奇 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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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奇乾中队在边境界碑处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 （资料图片）

奇乾中队在前往火场的途中休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