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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一危险品仓
库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截至8
月26日下午3时，共发现遇难者人
数145人，已确认身份145人。

灾难面前，各方力量，涌向
天津。泰安消防一行三人，携带
无人机等相关设备，赶赴天津
增援。在他们赴津增援的七天
六夜里，既有他们不顾危险，
在现场采集重要信息的赤胆
忠心，又有心怀亲朋好友，衷
肠难诉的铁血柔情。

中午时分，随着一声电话铃声的响起，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的宁静被打破。接山东
总队命令，需调派一架无人机，三名操作人
员，赶赴天津爆炸现场增援，深入爆炸中心
拍摄现场图像。经支队开会研究，周亚峰、周
春龙及高林，将赴津增援。

“得知支队让我们参加此次任务，说实
话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心里想着，终于可以
为天津出点力了。”三人一边准备着装备和
随行物品，一边想象着到天津爆炸现场后，
一些具体工作的开展。“我们早已把危险抛
到了九霄云外，恨不得立即赶到天津，投入
救援。”

晚上八点半左右，泰安高铁站，支队领
导为三人送行，并把一些他们所能想到的危
险和注意事项，一一交代给三人，并不断嘱
咐他们，要注意安全。“领导的叮嘱让我们心
里暖暖的，我们暗下决心，一定完成任务平
安归来，不会辜负这身军装！”

临行前，最让周春龙犹豫不决的是，该
如何向家人说这件事。“我媳妇刚刚怀孕两
个多月，正是反应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最难
受的时候，她需要有人照顾，我害怕她会有
些不情愿。”经过周春龙一番试探，没想到媳
妇倒是很痛快，“谁让你是消防兵啊！放心
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安全回来就行，我
和宝宝等着你！”家人的支持和关心，让周春
龙省去很多顾虑，也能更加专心的去工作。

周亚峰接到命令后，回家收拾个人物
品，出门前不到3岁的女儿追出门，问他去哪
儿。刹那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竟无言以
对。心中有一丝不舍。但想到肩负的责任与
重任，周亚峰没有回头，径直走出了家门。

与两名老大哥相比，高林没有告诉家
人，他即将要去天津。“主要是不想让他们操
心，这样他们晚上能睡个好觉，我也能安心
工作。”

在火车上，得知他们要去天津增援，三

人陆续收到一些战友和朋友的留言，嘱咐他
们注意安全，其中有很多他们都没有回复，
因为他们想着，要把感谢的话，留着等任务
完成后，再当面去说。

在飞驰的列车上，三人紧闭双眼，思绪
万千，都在努力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
来。“能参加这次救援任务，我们感到光荣和
自豪、也为那些在救援中牺牲的战友而心
痛。我们能做的，就是深入事发区域，用无人
机拍摄更多的视频数据，为整个救援贡献自
己的力量。”

晚上10点左右，三人抵达天津，给家人
报了平安。夜幕下的天津，繁华美丽依旧，但
是这无情的灾难，给这个美丽的城市和那些
可爱的人们，带去无尽的伤痛。现场指挥部
要求，三人在第二天上午，到现场报到，他们
临时住在附近宾馆。“虽然身处繁华都市，心
情却悲伤沉重，灾难的阴霾，笼罩着这座城
市，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上午一早，三人起床收拾完毕，准备赶往
事发现场。“我们都起得很早，因为我们都迫
切的想到现场去，那里才最需要我们。”在前
往事发区域的车上，电台广播里传来牺牲战
友的名字，诉说着他们的事迹，车上的人都静
静的听着，没有人说话。眼泪在大家的眼眶里
打转，周春龙刻意往下压低帽檐，用手拭去眼
角的泪水，他不想让眼泪流淌，他需要勇往直
前，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化悲痛为力量。

车里的气氛有些压抑，也许驾驶员也怕
大家难受，匆匆调换了频道。2015年8月18日，
泰安增援人员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是爆炸中
牺牲战友的七日祭，全城肃穆，人人悲戚，为
那些英勇献身的勇士，沉痛哀悼。

现场指挥部设在距离爆炸现场不到两公

里远的地方。三人到指挥部报到后，配发了一
些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并在指挥部旁边搭
建起一个帐篷，作为他们临时的住所。

搭完帐篷吃完午饭，指挥部命令三人穿
好防护装备，进入现场进行航拍。三人一边又
一遍测试无人机，反复检查装备，生怕到了现
场后再出现问题，给消防官兵丢脸。

虽然三人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现场
的惨烈景象，还是让他们震惊。“事发现场满
目疮痍，到处都散落着变形的集装箱碎片，成
片的烧焦的汽车残骸，被破坏的楼房框架，每
一处都刺痛着我们的神经。站在这里的那一
刻，我们深深体会到，在灾难面前，我们是多
么的渺小。”三人默契的对视了两眼，彼此平
息了一下心情，将注意力集中到无人机上，他

们尽全力把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拍清楚，拍
仔细，为指挥部提供最真实、最清晰的现场图
像和视频。

在灾难面前，天津人民和救援人员团结
一致，尽己所能，面对灾难。这让大家看到了
希望，也看到了曙光。消防部队、公安民警、解
放军舟桥部队、野战医院分队、海警部队、电
力 、志 愿 者 、环 卫 工 人 、保 洁 人 员 、当 地 百
姓……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为现场救援贡
献力量。“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地百姓自发
到场，给现场救援部队捐献物资，每个人都在
为天津，默默的做自己能做的事。”三人返回
营地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那些牺牲的战
友默哀，给那些受伤的战友祈福，向那些冲在
一线的战友致敬！

18日凌晨，三人在帐篷里度过了难忘的一
晚。没有被褥，他们在帐篷内席地而睡，用自己
的衣服当被子。帐篷里面的蚊子和小虫子战斗
力极其强悍，折腾了他们一晚上。虽然条件艰
苦，但是三人没有半句怨言。“相比那些奋战在
一些的救援人员，我们吃的这些苦，算得了什
么。”

当天一早，三人洗刷完毕，早早的准备好任
务所需要的设备，穿好防护服，焦急的等待着任
务。天空不时传来阵阵打雷声，三人都在祈祷老
天不要下雨。因为下雨会导致搜救分队停止搜
救，那些失联的战友将被推迟找到，那些牵肠挂
肚的心，还得遭受折磨。

早上八点左右，三人等来任务，利用无人
机，拍摄核心区域的现场情况。到达现场后，飞
机刚起飞不多会，天空就下起了雨，出于安全考
虑，指挥部命令他们立即撤离现场。“我们有些
失落，躲在帐篷里，望着户外的天空，心里有些
不是滋味。”周亚峰说，大家都在忙碌着，而他们
却因为设备不符合工作条件而撤离现场，五味
杂陈。

“听战友们说，指挥部放了很多活体小动物
在爆炸中心点。从这点我们就能看出指挥部对
救援人员安全的重视程度。因为牺牲是生命所
不能承受之重，是家人不能承受之重，是感情不
能承受之重，向牺牲的战友们致敬，那些不顾个
人安危冲在最前线的勇士们，他们才是真正的
英雄！”周春龙在他的日记中，写满对前线战友
们的敬重。

早上5点半三人就已经起床，整理好内
务，为无人机早上起飞做准备。早上6点半，
接到指挥部任务，准备无人机起飞。到达起
飞现场，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爆炸核
心区域，璀璨的阳光和惨烈的现场，冲击着
他们的内心。

飞机慢慢起飞，高林全身心投入，对
准现场进行航拍。忙活了一早上，他的身
上全部湿透，却丝毫不在意，当脱下防护
服时候，他的衣服上都能拧出水来。周春
龙说，他很想去现场搜索救人，但他的内
心告诉他，他是一名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听指挥。

指挥部让他们返回休息，三人闲下来
的时候，又总觉得应该干点什么，总觉得还
有好多力气没用上，“就是觉得干的活太
少，给天津做的太少，心理上觉得大家都在
工作，而我们还有空闲休息。”看着那些救
援人员和搜救人员一批又一批的进入现
场，三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焦急的等待下
一个任务的到来。

拿出设备，三人一边又一遍的调试，尽

心维护保养。“我们现在只能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向指挥部提供准确清晰地影像资
料。”

下午，设备厂家派技术人员参与此次
救援行动。周春龙向技术人员提出很多改
进操控的建议，以期让设备变得更完美，操
控得更顺畅，以便能在现场，飞出更好的效
果，拍出更好的画面。周春龙说，有时候他
觉得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凡是都要求完
美。

晚上，周春龙媳妇给他打来电话，“我
听出来她有些不舒服，但她告诉我说没事，
在我的追问下，她才说她肚子疼。我有点担
心，也有点害怕。”周春龙说，媳妇怀孕后，
身体不是很好，一直在家休养。尽管如此，
媳妇还一直安慰他，叫他不要担心，嘱咐他
注意安全。

“我知道使命在身，没法在你身边陪
你。希望你能明白，没有大家哪有小家！欠
你的，今生有机会给你补上。”周春龙写完
日记后，已经是夜里11点了，伴随着他对战
友、家人的祝福，很快进入了梦乡。

上午，指挥部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任务，
交给了其他的救援组。看着越来越多的救援
人员、装备、机械进入现场。三人心里越来越
着急。

周亚峰等不住了，径直跑到指挥部，请
求指挥部下达任务。“我们是来救援的，不是
来休整的，完不成救援任务，我们既对不起
天津人民，也没脸回山东泰安。”也许是周亚
峰的请求起了作用，下午三点半，指挥部让
他们出发，到事发区域进行航拍。

通过无人机传输的画面，可以看见，大
量人员还在爆炸现场继续搜救，中心现场，
有许多橙色身影在闪动，大型机械正在清理
集装箱和被烧毁的车辆。忙碌了一下午，三
个人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晚上，当一切恢复平静，周春龙开始担
心媳妇的情况，“以前每天都给我打好几个

电话，来天津之后，很少给我打电话，有事也
不跟我说。我知道她担心我的安全，怕影响
我的工作。”周春龙说，消防兵这一职业，注
定他们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责任，只要祖国
需要，义不容辞，逆火向前。

高林显得有点沉默，经常坐在草地上，查看
关于天津爆炸的最新新闻报道。到达天津后，他
才告诉父母已到天津出任务，父母并没有埋怨
他事前不和家人商量，嘱咐他注意安全。期间，
不少战友发来短信，让他照顾好自己。

等闲下来的时候，周亚峰会给妻子发个
短信，或者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此行他作为
一名老大哥，不仅要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
务，还得照顾好周春龙和高林。“周春龙妻子
怀孕还不到3个月，高林比较年轻，还没有结
婚，远离父母的照看，我一定要确保他们安
全归来。”

早上迎着第一缕阳光，三人来到事发区域，
背对阳光，进行航拍。上午拍摄的相关视频资
料，得到了现场指挥部的表扬。

上午10点，三人配合央视记者，拍摄现场画
面。这时，发生惊险的一幕。在拍摄中，无人机出
现失控情况，险些掉落地面，幸亏周春龙应变速
度快，及时冷静处理，最终化险为夷，保住了几

十万的设备。“发现异常后，我及时变更操作，使
无人机恢复平稳，降落到安全区域。”因为事发
突然，周春龙措不及防，后背惊出一身冷汗。事
后，周春龙与厂家技术人员一起，分析了出现问
题的原因，并进行了检查修复。

傍晚时分，阴云密布，开始下起小雨，不一
会居然下起冰雹。三个人躲在帐篷里，谈论着救

援现场的点滴。在天津战友的帮助下，三个人在
志愿者那里领到了被子。“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了，晚上不至于被冻醒。”高林调皮地说。

雨过天晴后，天空出现很多乳状云，很漂
亮。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也希望后期救援工
作，能够顺利进行。

早晨起床后，指挥部让河南总队和山东总队换防轮值。
得知这一消息，有喜有悲。喜的是，可以归队，看望家人战
友。悲的是，我们离开后，不能再为天津出力。心理有着淡淡
的忧伤。几天下来，已经熟悉了这里的花草树木和空气，难
以割舍，在救援现场建立的这种真情。此地一为别，孤蓬万
里征。下次相见，不知何年何月。

“也许，我们的增援，对这次事故来说，力量渺小。但我
们仍然想尽我们所能。为他们具体做些事。”与河南总队交
接完毕后，三人开始收拾装备器材。临行前，在帐篷前合影
留念。

“此一别，也许终生难见，更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相
见。”看着渐行渐远的景象，想着现场的狼藉一片，他们在心
里默默祈祷：天津挺住，天津坚强。

曾有人这样评价，生一半死一半，火一半水一半，热一
半冷一半，饭吃了一半，澡洗了一半，觉睡了一半，梦做了一
半。你可能只看到他们生活的这一半，没有看到他们出生入
死的那一半……他们不是别人，就是消防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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