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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今年端午节，房山区蓝
天救援队的队员吴建华过
得惊心动魄。 这一天里，两
名年轻人在不同水域溺水，
吴建华参与了其中一个救
援任务。 端午节那天下午，
吴建华在家准备晚饭时接
到任务———有人溺水。两个
小时后，他用救援队研制的
专门工具探出溺水者的位
置，拉住了对方的手，感觉
到的是僵硬湿冷，吴建华心
中有数“人早就没了。 ”他在
溺水者的手腕上系上了绳
子，用冲锋舟拖到岸边。 这
是一个年轻人， 不超过30
岁。岸上有待命的警察和医
生，还有家属。见到遗体，遇
难者的妻子失控痛哭……
吴建华悄然离开现场。

吴建华40多岁了 ，这
是他度过的最紧张的端午
节。 同时，这也是房山区蓝
天救援队队员们日常工作
的缩影。 危急关头，他们用
爱托起了生命的 “方舟 ”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去
抢救生命……

成立：
1000余名志愿者义务救援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13年3
月6日， 2016年10月14日正式在民政局
注册。 现有正式救援队员86人， 预备
队员72人， 志愿者1056人。

陈海军是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成立
者之一 ， 也 是 该 队 的 队 长 。 他 说 ，
2012年他是北京市蓝天救援队的一名
队员， 因一次救援任务萌生了成立房
山区蓝天救援队的想法 。 “我记得
2012年8月在二渡千河口， 有一名来自
河北沧州的旅行者溺水。 因为救援队
的队员要从市区赶到现场， 用了几个
小时才到。 而当地的商业打捞队已经
下水， 虽然没捞上人， 还向家属要价1
万元。” 陈海军说， 因为是来京旅行，
溺水者的家属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而
非常窘迫。 他们焦急地围着陈海军询
问救援队什么时候才能到？ 家属的迫
切期待， 让他想到要在房山成立救援
队。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熟悉房山区，
能迅速组织起来。 而且这里山多、 水
系多， 每年都有事故发生， 需要有一
支救援队伍。”

2013年， 在 “驴友” 们的支持下，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成立。 从2013年到
2016年年底，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共组
织参与水上救援24次， 组织参与山野

救援111次。 仅在2016年， 房山区蓝天
救援队就参加水上救援13次， 山野救
援65次。

成就：
去年救出300余人

据介绍， 救援队已经实现与警方
联动， 绝大部分救援任务的信息都来
自于警方。 截至6月5日， 今年房山区
蓝天救援队出动了19次。 仅仅在5月21
日至6月5日这两周， 救援队就接到了4
次救援任务， 其中三次水上救援、 一
次山野救援。

“队里有非常细致的分工。 有人专
门实施山野救援， 有人实施水上救援，
还有人负责从警方收集任务， 并将任
务信息发布在qq群里， 由队员自行报
名并在固定地点集结赶赴现场。” 吴建
华介绍， 冲锋舟是水上救援的必备品。
救援时， 救援队员以三人一组身穿蓝
色救生衣， 乘坐冲锋舟。 三人分工合
作， 一人驾驶冲锋舟， 一人负责观察
协助 ， 另一人实施救援或手持挂着
“锚钩” 的 “三角打捞架” 沉入水底对
溺亡者的遗体实施打捞。

“水上救援的成活率非常低。 一般
溺水者在我们赶到现场之前就已经沉
入水底了。 大多数的家属在现场一看
到遗体， 情绪马上就爆发了。 去年有
个年轻人溺水， 我们打捞了三天， 他

媳妇儿在岸上跪了两天以泪洗面， 谁
劝都不起来。” 吴建华说， 这是他从事
救援任务时最难受的时刻———以最快
的速度到了救援现场， 发现水面上已
经一片平静……

山野救援是另一番景象———大多
数人都能获救 。 但救援时间更持久 ，
对队员的挑战更大。 “在2016年的一
次山野救援中， 我们要在80亩山地中
寻人， 整整坚持了12天才把人找到。”
队员陈海军介绍， 在实施山野救援时，
由一组队员携带食品 、 药品 、 绑带 、
担架、 救生绳等装备上山， 另一组队
员在山脚搭建指挥中心 ， 负责联络协
调。 每个队员都要携带电台， 防止手
机信号中断或没电。

6月3日晚21点20分 ， 房山区泗马
沟有两男一女迷路， 其中一人摔伤了
腿。 救援队从接到任务， 并组织人员
前往 。 共有14辆车 、 27人赶赴现场 。
三人被困的地方比邻一道悬崖， 救援
队和消防员靠人背和绳索将伤者从山
上救出。 凌晨1点40分， 三人到达山下
获救。 去年，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救出
363人， 全部来自于山野救援任务。

专业：
自主研发救援工具

在房山区蓝天救援队的微信公众
号里， 记者看到，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

的成员有工人 、 农民 、 医生 、 教师 、
退伍军人等。 陈海军说， 房山区蓝天
救援队作为志愿者组织， 无论上山下
水都不收钱、 不收物， 甚至严禁喝被
救家属的一瓶水。 队员们不仅没有工
资， 而且还要负担因救援产生的费用。

队员李慧娟说： “我们都是自己
出车去现场， 大家集资购买救援装备。
目前队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那条冲锋
舟， 价值一万多元， 是去年房山区应
急办捐赠的。”

除了自行购买， 队员们还自行研
发工具。 比如用于打捞溺水者的 “探
杆” 和 “三角打捞架”， 就是队员们自
己研发并找工厂加工的。 “探杆” 是
两端带有螺丝扣的金属棍， 两端相接
可以延长， 用于水下探测。 “三角打
捞架” 是在打捞溺水者遗体时必须使
用的工具， “三角打捞架 ” 上可以挂
数个 “锚钩”， 放入水中拖动可以钩挂
到尸体。 “一开始我自己做的三角架
特别大， 得几十斤， 使用时发现十分
沉重。 放入水中根本提不起来。 现在
改进之后， 这个架子只有十斤， 好用
多了。” 吴建华介绍。

陈海军说， 为了保证救援的专业
性， 新队员要进行专业培训， 比如冲
锋舟驾驶培训， 绳索训练等。 队员还
要考取急救证， 通过心肺复苏、 创伤
救护等考试。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的故事

危急时刻，
托起生命的“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