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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月 5
日，特警王万
锐倒挂四肢，
从飞索桥上飞
渡磨西河。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你看，山还在那里。”徐凯手指的方向，“蜀
山之王”贡嘎山从云雾中露出了主峰。地震没
有撼动它的巍峨，但山的脚下很多事都变了。
　　这些天来，徐凯有时会因腰痛半夜醒来。
总有那么几秒，他会不知身在何处。9 月 5 日
泸定地震发生后，那场六天五夜的生死大营
救，刻骨铭心的一幕幕，仍时常在这位特警脑
海中浮现。

一

　　地震来的时候，地面会像水面一样掀起波
浪，地底下传来的持久轰隆声听上去就像尚未
划破天际的闷雷。
　　地震波尚未过去，驻扎在贡嘎山下康定老
榆林村的甘孜州公安局特警支队已经接到州公
安局的救援命令，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从组织指挥到整装出发，这一切，甘孜特警
支队已经演练了许多次。
　　震后 5 分钟，第一批 110 名特警在战训勤
务科科长徐凯的带领下奔向震中泸定县磨
西镇。
　　队伍中最小的拥忠和扎西降初只有 23
岁。33 岁的徐凯是最年长的“阿哥”。
　　“凯哥，注意安全，不要逞能。”来不及和家
人通话，新婚妻子的信息先到了。“把你身边的
兄弟们照顾好。”妻子随后又补了一条。
　　从康定前往磨西，最快的是走榆磨路。这
本是一条壮美的景观大道，沿途可见绵延的雪
山和碧绿的高山草甸。但这天一路烟尘滚滚，
到处都是山体垮塌，落石和断木不断砸下。70
公里的路，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到达之后，支队又有两个梯次增援的队伍
到达。271 名甘孜特警成为震后第一支抵达震
中的成建制救援力量。
　　磨西镇，这个贡嘎山下的美丽小镇以海螺
沟冰川和温泉闻名，是许多人的诗和远方，可眼
前的一切像灾难片中的场景。
　　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徐凯领受的第一个任
务是到贡嘎广场附近的中科院成都山地所贡嘎
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救援。
　 　 正 在 奋 力 刨 挖 废 墟 ，指 挥 部 传 来 新 命
令——— 磨西镇青岗坪、蔡阳村、共和村道路、通
讯全部中断，村庄人口稠密，情况万分危急，必
须即刻派出精锐力量探明情况、报告灾情！
　　“战训勤务科、尖刀大队随我徒步进山！”下
午 3 时，徐凯一声号令，60 名特警向青岗坪村
进发。
　　昔日的公路支离破碎，沿途都是塌方，徐凯
在前探路，最终选择从一处呈 70 度、落差约
200 米的塌方体上“速降”到磨西河岸。
　　河对岸已经站着几名群众，朝队员们焦急
地挥手。但水深浪急，无法直接涉水过去。
　　沿河搜寻，他们很快找到两根横跨河面的
钢索。这本是温泉酒店用来挂输水软管的，此
刻成了“便桥”。
　　脚踩，手抓，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队员依次
走上钢索。钢索上的机油让脚下不停打滑，走
到河面中央更是晃动不停。这段 30 米的钢
索，徐凯走了 4 分多钟。
　　太慢！更不可能背着伤员这样过河！
　　焦虑之际，另一组队员沿河搜寻发现一块
离河对岸较近的巨石，率先过河的战友打锚点
接应，很快在两边架起一座“飞索桥”，曾经当过
高山向导的王万锐第一个冲上去，四肢倒挂，背
对激流，飞快移向对岸。紧接着，队员沙马泽呷
跃上飞索。钢索和飞索两路同时过河，队伍很
快全部来到对岸。
　　河岸边有几棵倒下的树，就地取材，简易浮
桥很快搭起来。随着武警、消防战士们的抵达，
更多便桥架起来。它们成为运送物资、转运伤
员、疏散群众的“生命线”。
　　下午 4 时，徐凯带领队伍进到青岗坪村。
处理完险重灾情后，他留下 10 人负责继续救
援并向指挥部汇报灾情，又派了 10 人前往蔡
阳村搜救。剩下的队员继续和他翻山越岭，朝
共和村二组进发。
　　抵达二组已是傍晚，一位被马蜂蜇得伤势
很重的老人躺在地上无法动弹。为他简单处理
伤口之后，徐凯从老人家震塌的房子里搬出了
床垫和棉被，联系指挥部派医疗组接应。
　　此后队伍一分为二，一队原地搜救，另一队
前往共和一组，并约定好到共和三组会合。
　　刚一进村群众就围拢上来：“到处都在滚石
头，你们怎么进来的？”“我们能安全进来，就一定
能把大家安全带出去！”徐凯一遍遍安慰大家。
　　直至 6 日凌晨 1 点，甘孜特警和消防、武
警官兵一起，将数百名被困村民转移到安全
地带。
　　一边挺进，一边了解灾情，人员被困情况
越发清晰——— 大山更深处的海螺沟景区三个

营地还有大量建筑工人、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
滞留。
　　“继续进山！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接到突击队汇报，支队长俄吉志美
命令徐凯带领队伍继续前行。
　　共和三组之后，道路愈发艰难。虽然老乡
一再劝阻，徐凯还是决定带 8 人去探路。
　　一段路基完全塌陷的地方，泥石流来了。
　　“阿哥，我腿抽筋了。”赵浩鑫陷在淤泥中，
泥浆已经没过膝盖。
　　头顶上山石摇摇欲坠，徐凯踏回淤泥将他
一把架起。突然，两人一齐下陷，流动的泥浆裹
挟着二人，悬崖越来越近……
　　“这下完了。”徐凯此生第一次感到如此
恐惧。
　　“就算要死也要搏一把！”他咬紧牙关，架着
赵浩鑫又奋力迈了一步，收紧身体核心力量，奋
力再迈一步……站回踏实的地面，这位以 3 分
14 秒成绩一直保持着四川省特巡警大比武综
合体能科目纪录的老特警也开始抽筋。
　　正在压腿处理抽筋的工夫，落石又来了。
拉起战友，又是一阵狂奔……
　　这之后是蜂子岩长达 3 公里的塌方路段，
徐凯让带路的村民掉头回村。他们攀着塌方体
继续向前。天已经完全黑了，手电和头灯只能
照亮一小块地方。“竖起耳朵！跟着我的脚印
走！看准就赶紧过！”
　　路况越来越危险，深夜 23 点，他们决定在
海螺沟一号营地附近休息，等天亮能看清路况
再行动。
　　那夜，他们感受到至少 20 次余震。虽然
筋疲力尽，还得保持“强制开机”。徐凯要求队
员不能脱下头盔和鞋。盖着一张路上捡来的塑
料地膜，8 人并排躺下。没有人睡着，他们听了
一夜山谷中落石的声音。

二

　　 6 日清晨 5 点 20 分，又是一阵余震。8 人
齐刷刷从地上弹起来，此时头一晚留在共和三
组的队员也冒险上来了。徐凯从背包里拿出一
面国旗，让大家在上面一一签名，共 24 人，一
起向海螺沟一号营地开拔。
　　“没有人知道前面是生是死。”徐凯对大
家说。
　　但没有一个队员提出异议。“穿的这身衣服

会教你勇敢。”
　　在一号营地，他们找到两位老人和 4 位
景区工作人员。
　　一位老人头部被落石砸伤，伤口已经化
脓，双腿因为骨折无法动弹。他没有呻吟，只
是静静地躺在地上。另一位老人有心脏病，
拄着拐杖，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就在将他们
往空旷地带转移时，受伤老人喃喃地请求：

“你 们 要 是 看 见 我 的 狗 儿 ，帮 我 喂 一 下
吧……”
　　那一刻，徐凯无比心酸。简单处理完老
人的伤口，他向指挥部请求直升机转运，同时
也得到揪心的消息——— 当天夜里海螺沟景区
会有降雨。
　　“你们务必保证自己安全！要冷静判断、
择机行事！”卫星电话那一头，支队长声音嘶
哑，万分焦虑。
　　是上还是下？徐凯面临艰难抉择：前面
的路已经几乎没有路基，下雨会加重塌方，即
便能上去，也大概率走不回去。但是二号、三
号营地依然情况不明，支队派我们进来就是
要摸清情况、带出群众，不能就这样回去！
　　他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前面的路更加
危险，但是山上还有人，我们肯定还得继续
上，稍后有直升机接上伤员，你们可以先撤离
一部分，愿意跟我继续走的举手。”
　　齐刷刷，24 双手全部举起来。
　　徐凯眼角有点湿。
　　与过去执行的所有任务不同，这场救援
的可控因素太少。对于今年刚获得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称号的徐凯来说，这是从警以来最
大的挑战。他面前的这群小伙子平均年龄只
有 26 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敢想最坏的
结果。
　　在一号营地待了两个小时，等接伤员的
直升机。再三确认飞机当天会来后，他们燃
起一堆烟，又用石头压着沙发巾，在空地上摆
出一个“H”为直升机做指引。担心后续还会
塌方，他们卸掉了立在一号营地前的钢制广
告牌，斜搭在公路堡坎边，留出一个紧急避险
空间。
　　吃了几口烧洋芋，队伍继续出发。徐凯
又让大家装上几块生洋芋。
　　终于，山谷中传来直升机的声音，他们远
远望见，飞机悬停在身后一号营地的上方。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继续向前是三处巨大的塌方体。余震不
断，山石激起滚滚烟尘，几步开外的战友都看
不清。“把国旗打出来！每过一个危险路段我
点一次名！”徐凯把先前签名的国旗绑在一根
树枝上，让安全员用旗语提醒。
　　“各小组务必缩小铺开面，注意观察落
石、脚下路况和临时躲避点！一定要看红旗
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给我安全过去！”
　　回想那日，曹立鹏眼前全是国旗的影子，
耳边尽是吹哨声和徐凯的嘶吼。
　　“周围什么都看不见，抬头只有国旗。它在
的地方就是方向，它举起来的时候就是冲锋。”
　　那天，一块巨石从山上滚下，看到旗语提
醒，8 个人迅速躲到另一块巨石背后，落地瞬
间，巨石碎成无数小块，砸到队员们的头上、
肘上、腿上、背上……幸而都是小伤。
　　刚抵达二号营地，就听到一阵欢呼。“特
警来救大家了！感谢党和政府！”人群中有曹
立鹏的父亲。两人相顾无言，抱在一起默默
流泪。
　　“爸爸，来的路上嬢嬢跟我说妈妈没事。”

“好的好的，爸爸也没事，你去忙你的事。”
　　二号营地被困的是 100 多名工人和景
区工作人员。没有人员受伤，但人们情绪激
动，担心山下家人的安危，想冒险走下去。
　　徐凯把队员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头介绍
几个村庄的情形，安抚大家。
　　有人用纸杯盛来一杯稀饭，徐凯仰头一
喝，狠呛一口。
　　“那是这辈子喝过最香的稀饭。”徐凯说。
传着仅有的几个纸杯，队员每人喝了五六杯。

“其中有个人喝到的那杯里有块肉，简直是中
了大奖。”
　　巡查完二号营地，徐凯判断避险位置相
对安全，队伍继续向三号营地出发。
　　 6 日 14 点多，在历经 23 个小时的艰难
跋涉后，24 人队伍终于抵达三号营地。
　　自此，震后满目疮痍的大山，被他们用脚
探出了一条长达 70 公里的生命通道。他们
身后，一支武警救援队伍也到了。
　　“救援来了！”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沉闷
的营地响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被困的有 100 多人，包括游客、景区工
作人员和科研人员，其中还有一名德国留
学生。
　　终于有了海螺沟景区人员被困的详细情

况，指挥部立即制定救援方案。
　　山上，特警们还有更多事要做。
　　地震后，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临时
党支部，一直忙于维持秩序、保障被困人员基
本生活需要，但局面并不乐观——— 有人高原
反应，有人情绪焦虑……
　　游客中有人执意要徒步下山。徐凯掏出
手机，给他们看来时拍摄的视频。“这只是还
相对安全的路段。”徐凯说。
　　安顿着七嘴八舌的人们，指挥部传来消
息——— 将尽快派出直升机，但当天的气候条
件无法再起飞。
　　三号营地的背后是一面巨大的悬崖，此
时已裂开一道缝隙。虽然离营地还有一段距
离，但徐凯判断，一旦垮塌定会殃及营地。
　　三号营地曾经发生过泥石流，这也是他
最担心的事情。
　　巡查一番之后，他们确定了两条避险路
线。虽然已经筋疲力尽，徐凯还是狠心让队
员们搞了两次演练。
　　这是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任何时候都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6 日晚，他们把被困人员安顿在大巴
中，告诉司机一旦有响动就赶紧朝能开的地
方躲避。
　　有人不理解，认为这太小题大做。但后
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徐凯的判断——— 那天夜
里，真的有一块巨石砸到三号营地的空地上。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们用彩条布搭了
个雨棚，身上的衣服和鞋已经干了又湿好多
次。海拔 3000 米的营地，寒风裹着冰雨，气
温降到四五度。他们升起一堆火烤衣服，不
知不觉中，有人的鞋被烤糊。
　　 7 日天刚蒙蒙亮，二号营地的包工头前
来求助：很多工人绷不住了，执意要走出去。
徐凯赶紧带着 4 个队员过去分头劝阻。刚
安抚好这边，对讲机又传来呼叫：三号营地又
有人执意要徒步下山。徐凯又去劝阻……
　　焦头烂额之时，指挥部传来消息，直升机
将在当天上午前来转运被困人员。
　　要转移的人员有 200 多名，只能分批
走。伤员、老人、妇女优先，之后再是青壮年，
救援人员留到最后——— 这是他们与武警、景
区工作人员达成的共识。他又让队员仔细巡
查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人员。
　　海螺沟景区树林茂密，他们把停机点选
在离三号营地不远的干海子附近。为了引
航，用油漆画了一个大大的“H”，还插上了国
旗，生了火放烟……
　　下午 1 时左右，伴随巨大轰鸣，直升机
出现在视野中。
　　终于等到你！
　　“闭上眼睛，跟着我们走！”螺旋桨掀起狂
风，队员将人们一个个护送至机舱口，陆航团
战士将他们接上飞机。
　　送走第八架次飞机后，徐凯给妻子用卫
星电话报了个平安。通话只有 30 秒，很快
又响起直升机的声音，只好挂断。
　　到了第十三架次，徐凯让赵浩鑫先走。

“你先回去给指挥部报告详细情况，我们随后
就到！”
　　他们将 216 人安全送上飞机，但没有等
到来接自己的第十四架次。
　　指挥部传来消息：因为降雨，飞机当天不
具备起飞条件。
　　此时的三号营地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
24 名甘孜特警、4 名武警和 6 名景区工作
人员。

三

　　得到最新情况，特警们并没有太多失落。
　　安全送走了 216 名被困人员，意味着任
务圆满完成，终于可以喘口气。
　　“顶多再留一夜，明天可以下山。”徐凯暗
自思忖。他开始组织分配补给、收集柴火、重
新搭建避雨设施。
　　队员们排出了值班表，保证全天 24 小
时都有 7 个哨兵轮岗，负责监测落石和泥石
流。卫星电话与指挥部保持着每小时一次的
联系……
　　大家开始复盘这一路的点点滴滴。他们
谈论着这一路的惊险，相互模仿着滑稽的动
作，说到有趣的地方笑成一团。
　　没有人谈论家人。
　　没有人敢开启这个话题。
　　 8 日，天气持续恶化，飞机依然无法
降落。
　　到了中午，卫星电话无法再接通。
　　“我们已经成功把大家都送出去了。我
们是救援队不是被救的，大家要做好自己的
工作，不准懈怠！”徐凯鼓励大家。
             （下转 10 版）

  特警在
塌方后的陡坡
上抬着担架转
运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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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警在
海螺沟三号营
地等待接应的
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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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夜，勇士逆行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