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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练精兵强将 护青山绿水
———记房山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一中队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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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西南六环外的燕
山地区， 驻扎着房山区森林消防
综合应急救援队一中队的30名森
林消防指战员。 这是一支以扑救
森林火灾为主， 兼顾洪涝灾害、
地质灾害和其他事故应急救援的
区级综合性应急救援队。

房山区现有森林覆盖面积
14.07万公顷， 森林火险区划等级
为一级， 是北京市重点森林防火
区。为了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房
山区不断加强对森防队伍的训
练和管理，并通过采用深化责任
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加大宣传力
度、强化火源管控、落实应急值守
等措施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

11月起 ， 北京市正式进入
2020年-2021年森林防火期 ， 为
了做好所辖区域的森林防灭火工
作， 这支队伍24小时待命， 随时
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

迅速反应
将森林资源损失降到最低

“房山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
救援队是以扑救森林火灾为主，
兼顾洪涝、 地质灾害和其他事故
应急救援的队伍， 保卫森林资源
和人民财产安全。” 房山区森林
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一中队队长
耿长福告诉记者。 一中队的队员
们平均年龄35岁， 虽然年轻， 但
是他们有着扎实的工作能力和丰
富的工作经验。

近两年来， 该中队共接火警
116起， 出动车辆380台次， 累计
出动2380人次， 在无人员伤亡的
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消除了森林
火灾隐患。 火情就是命令， 一中
队在每次接到火情报告后都确保
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力求将森林
资源损失降到最低最小， 确保森
林火灾 “打早、 打小、 打了”。

今年春天的一场火情让耿长
福记忆犹新。 3月18日22点， 一
中队接到指挥部出警电话 ， 青
龙 湖 镇 晓 幼 营 村 后 山发生山
火。 接报后， 耿长福立即组织人
员出动。

“夜间视线非常不好， 只能
看到山上有火光， 接近火场后烟
雾非常大， 四处都是灌木被烧的
噼里啪啦的声音。” 耿长福回忆
着告诉记者。 到达火场时， 山火
已经烧至半山腰。 火场风力有六
七级， 阵风达到八九级， 而且坡
势较陡、 火势较猛， 明显呈上山
火态势， 且火场不规则， 这些都
为迅速扑灭火情造成了困难。

通过研判分析， 耿长福当即
决定采用 “分兵合围” 战术， 将
队员分成两组， 一左一右追着火
线进行扑打， 边打边清理 。 耿
长福作为指挥员 ， 手持着发光
的指挥棒， 用光线来引导队员前
行。

“火场上， 封闭灭火机的声
音大， 视线也不好， 我和队员之
间的沟通就都靠这个指挥棒了 。
我会先看清楚前边的形势， 然后
依次告诉每位队员应该是向左走
还是向右扑救。” 耿长福说。 当
山火转为下山火时， 他们抓住有
利时机， 迅速将火扑灭。

3月19日00点50分 ， 明火全
部扑灭， 转为清理看守阶段。 1
点30分火场达到无明火 、 无烟
点、 无气味的 “三无” 标准， 3
月20日10点， 经前指批准后， 队

员们这才撤离， 无复燃火发生，
无人员受伤。 本次扑救共出动人
员28人次， 车辆4台次。

“扑火的时候不觉得累， 感
觉浑身是劲儿， 但是一旦火扑灭
了， 绷着的神经放松下来， 这时
候觉得抬抬手都费劲。” 今年46
岁的耿长福说。 每次扑火后， 他
和队员们都成了大黑脸。 “烟灰
吹到脸上， 再加上出汗， 整个脸
都是黑的。” 耿长福笑着说。

狠抓训练
队员全部达到一级作战水平

在日常训练过程中， 一中队
组织队员开展政治教育、 森林消
防理论知识、 扑火技战术、 扑火
安全及紧 急 避 险 等 科 目 学 习 。
要 求 每 名 队 员 熟 知 森 林 消 防
理 论 知识 ； 掌握地表火 、 树冠
火、 地下火的规律及扑救方法；
熟练使用风力灭火机、 2号工具、
油锯、 水泵等扑火工具及其日常
保养维修。 业务培训后还要组织
队员考试， 考试合格核发 《上岗
资格证书》。

同时， 为提高整体反应、 协
调配合、 应急处置能力， 一中队
还会不定期的进行拉动演练， 包
括接警、 集合、 登车、 出动四个
部分， 从接警到出动最长时间不
得超过3分钟。 每年参加房山区
组织的综合演习， 进一步提高队
员的体能和实战能力， 从而实现
“集结快、 扑救快、 清理快、 转
场快” 的目标。

作为一支 “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 的森林消防应急队伍， 耿长
福积极组织开展体能训练， 提升
队员连续作战能力。 训练以登山
长跑、 负重跑、 俯卧撑为主， 队
列训练相结合的方式， 依据火险
等级调整每日培训内容。

“我们每天的训练内容都要
根据前一天预报的火险等级来安
排。” 耿长福向记者讲起了一中
队的日常工作。

每晚， 他都会组织队员共同
观看北京新闻、 天气预报， 关注
第二天的火险等级。 耿长福就是
依此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如果是
四级蓝色预警， 代表低度危险，
森林可燃物难以燃烧， 他会组织

队员进行户外训练和体能训练。
三级黄色预警代表中度危险， 森
林可燃物较易燃烧。 这天， 他会
组织大家日常训练， 包括队列训
练、 扑救森林火灾安全常识及避
险 ， 各种机具的使用维修与保
养， 以及以水灭火等训练内容。
二级橙色预警代表高度危险， 森
林可燃物容易燃烧。 他就出动三
分之二人员巡逻检查， 遇到火情
及时处置， 实现 “打早、 打小、
打了 ”。 如果是一级红色预警 ，
代表极度危险， 森林可燃物极易
燃烧。 全体队员都迅速进入一线
战备状态， 接到火警任务立即出
警。

此外， 一中队还定期对全部
一线扑火指战员进行体能测试，
使其全部达到一级标准。 “我们
的一线队员全部达到一级作战标
准 ， 从 而 实 现 集 结 快 、 扑 救
快 、 清理快 、 转场快的目标 。”
房山区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管理
科科长李会健告诉记者， 特别是
近两年， 共116起救援工作中实
现了零伤亡， 要得益于狠抓日常
训练。

言传身教
打造森林消防 “家” 文化

“我们这里就跟部队一样，
队员吃、 住、 训练都是在一起，
非常团结 。” 耿长福告诉记者 。
房山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
一中队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
年纪最小的队员只有19岁。

对于这些年轻人， 耿长福平
时组织训练时非常严格， 但生活
中就像父亲、 兄长一样给予队员
们关心、 关爱。 年轻的队员刚来
时还会想家、 想父母， 在他的带
领下， 迅速融入团队， 把这里当
成了第二个家。

一中队队员于洪德就是年轻
队员中的一员， 在他眼中， 队长
就是他的好大哥。 “我们年轻队
员经验少， 队长总是身先士卒，
冲在救火的最前边。 为了我们的
安全， 他将自己总结的经验用实
操的方法告知我们 ， 生动又实
用。” 于洪德说。

一次， 出火场时， 一名队员
下车时发现自己的裤腰带断了，
无法使用了。 肥大的工作服设计
的本意是便于队员们行动， 但是
没有腰带的帮助， 肥大的裤子会
让人迈不开步。 正在这名队员不
知如何是好的当口， 耿长福摘下
了自己的腰带递了过去 ， 说 ：
“赶紧换上这个， 安全第一。”

“火来了， 在这么紧急的情
况下， 队长做出这种决定， 非常
触动我。” 于洪德目睹这一幕后
说， “我会一直记得。”

在于洪德眼中， 队长这个粗
壮的汉子 ， 还是个心思细密的
人。 看到队员们训练的疲惫了 ，
一定会特意嘱咐厨房， “今天加
餐， 给大家吃点好的。”

“有这样一个好大哥， 没有
领导的架子， 愿意跟我们聊天、
开玩笑， 我们团队的氛围非常融
洽。” 于洪德说。

面对队员的赞美， 耿长福淡
淡一笑。在他看来，带兵管理要以
德为先。 “俗话说，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不能平时
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样
就会在队伍中造成威信不高、缺
乏感染力。队长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是带好队伍的关键所在， 又是
衡量其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
志， 还能反映出一个中队长自身
的道德品质。 ”耿长福说。

耿长福从事森林消防工作已
经有22个年头了， 这是一份辛苦
且有危险性的工作， 但他却从中
感受到了幸福。 “这份工作很神
圣， 用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保
护好房山的每一寸绿水青山， 是
对北京市甚至对国家做出了贡
献。” 耿长福说。 每当想到这一
点， 想到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
就能感受到无穷的力量。

近期， 耿长福正在忙于新队
员的招录、 培训工作。 记者了解
到， 房山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队现有6支中队， 按北京市统
一要求， 还有两支正在组建中，
未来将形成共有8支中队 ， 每队
40人， 共计320人的救援大队。

目前， 新招录120名队员正
在接受封闭式训练， 将于12月底
将人员分配到位。 “我们的终极
目标， 是打造成为国家级森林消
防应急救援队伍。” 李会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