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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开幕。根据中央和省委、省直工委

要求，南海救助局高度重视，及时发出通

知，要求局属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收

看党的十九大报告。

18日上午 8时 30分，局领导班子和机

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汇集一堂，在观看了

广东省《十九大代表风采》纪录片后，集中

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现场直播。会上要

求，局机关要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走前头、作表率”，高度关注十九大、深

入学习十九大精神，结合实际思考如何学

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齐心协力，出谋划策，把十九大精神

落实在具体工作中。十九大后要面向全局党员干部组织专题

报告会、宣讲会、培训班、专题访谈等活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南一飞党委在组织队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55人观看十

九大会议直播的同时，还组织九洲机场飞行准备室、三亚机场

飞行准备室的党员等在办公地点就近集中收听收看。

救助船队根据船舶党员分散、点多线长的实际，早安排早

部署，12个船舶和岸基支部都分别组织了收听收看。“南海救

112”轮作为北海市宣传十九大的窗口单位接受了广西日报联

盟十九大现场北京直播间连线采访。

湛江救助基地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分别在湛江救助基地

和阳江救助站观看了现场直播，并召开“回眸历史性成就，迎

接十九大盛会”主题党日活动。

深圳救助基地、北海救助基地、三亚救助基地党员干部提早

安排好工作，除值班岗位外，全部集中收看，安排会后采取座谈

讨论、板报等形式深入学习，落实贯彻好十九大精神。

渊党群处冤

局属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收看十九大开幕实况
学习十九大精神 谱写救助新篇章 本报讯 10月 1日上午，交通运输部杨传堂书记在

部应急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慰问坚守岗位的“南海救 118”

轮等干部职工。

杨书记向国庆期间仍坚守一线的交通干部职工和

家属表示了问候和祝福，对救捞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的

精神，全天候应急值守，战狂风、斗恶浪，哪里有危险就

出现在哪里，是海上最可爱的人表示赞赏。杨书记指出，

交通运输行业干部职工牢记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根本

宗旨，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畏风险、默默奉

献”的交通精神，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实

现了交通运输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好于预期的良好局

面。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

输系列重要论述，按照部党组的工作部署，团结一心、再

接再厉，全力做好管党治党、改革攻坚、运输保障、安全

生产及行业和谐稳定等工作，确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南海救 118”轮潘锐彬船长向杨书记汇报了在南部海

区重要救助值班点琼州海峡待命值守情况，表示全船设备

状态良好，人员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确保责任海域内一旦

险情发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出动、实施有效救助，以实

际行动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渊救助指挥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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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遇险目标搜寻与应急处置
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讯 我局牵头组织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深海遇险目标

搜寻与应急处置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9月 29日，我局承担的第 4子课题“深海水下目标搜寻与

探测技术”课题试验验收会议在宜昌召开。交通运输

部科技司李文华博士，我局局长林志豪、副局长高友

泉与 20多位代表以及 5名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专家

组在全面听取课题组关于《深海水下自主搜寻与探测

技术课题验收试验报告》的基础上，根据课题任务书

和试验大纲，认真审阅了课题试验验收报告材料，对

课题任务的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认真审议和评价，

经质询和讨论，形成了验收意见，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另外，大连海事大学承担的第 3子课题“深远海海

面遇险目标机载红外搜寻定位技术”课题于 10月 17

日完成了结题验收；第 6子课题“深海打捞专用工具

及作业技术”研制的“强力爪”已于 10月份成功应用于

我国“海马号”ROV西太平洋超大富钴结壳的采集，得到了央

视新闻联播等栏目的报道。

渊规建处冤

本报讯 10月 9日，高友泉副局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

加强党的十九大期间综合安全工作。局办公室、党群处、规建处、救助

处、人教处、救助保障中心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部门结合任务分工汇报了近期工作开展情况。高副局

长充分肯定了各部门落实保密要求、网络信息安全、新闻宣传的工

作成效，并对服务保障十九大期间的综合安全工作提出了要求。

渊局办公室冤

高友泉副局长主持召开会议
部署加强综合安全工作

本报讯 2017年 10 月 15 日袁 受今年第
20号台风 野卡努冶 外围影响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袁珠江口海域海面掀起大风巨浪袁险
情频发遥 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紧急出
动袁派出 B-7358救助直升机袁成功救
助野鸿海 188冶抛锚货船上 5 名遇险船
员和野浦浚 36冶工程船上 3 名遇险船
员遥

10月 15日 11时 10分袁南海第一
救助飞行队值班室接到局的救助信

息院在珠海市荷包岛附近海域袁一艘名
为野鸿海 188冶滞航抛锚袁船上 5 名船
员被困袁需要紧急救援遥

接救助信息后袁 南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立即安排珠海基地 B-7358 救助直升机
执行救助任务遥 11时 52时袁B-7358救助直升

机从珠海九洲机场起飞曰12 时 47 分袁B-7358
救助直升机抵达现场海域并很快发现目标货

船上 5名待救船员袁 救生机组立即展开救援遥
受台风野卡努冶影响袁现场海域风高浪急袁浪高
10 米袁风力高达 11 级袁救生机组决定采用高
绳引导的方式救援袁很快袁救生员在绞车手的
操纵下下降到货船上遥 13时袁南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值班室又接到一起救援任务院在珠海市西
南约 40海里处袁一艘工程船野浦浚 36冶失去动
力沉没袁船上 3名人员遇险被困遥 值班室和救
生机组商议后袁决定让 B-7358救助直升机救
助 5 人后继续执行 3 人救助任务 遥 13 时 15
分袁野鸿海 188冶货船上 5名被困船员被陆续吊
运上直升机遥 15分钟后袁B-7358 救助直升机
发现了目标工程船野浦浚 36冶袁13时 45分袁B-
7358 救助直升机救上野浦浚 36冶上 3 名船员袁
返回曰14时 07分袁B-7358 救助直升机落地九
洲机场遥 8名被困船员无一人受伤袁被珠海市
搜救分中心接走安置遥

路瑞霞/文 欧昶辉/图

台风来袭 直升机紧急出动 8名船员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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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盛世逢盛会袁 举国齐欢腾遥 2017年 10
月 18日上午 9时袁党的十九大在北京隆重开幕遥 在
祖国海疆最南端值守的野南海救 115冶轮全体船员欢
欣鼓舞袁积极组织收看十九大开幕式盛况遥
在认真听取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袁 全船干

部职工备受鼓舞袁心潮澎湃袁全体船员在船长王文嵩

的带领下袁 面对祖国的蓝色海疆宣
誓院不忘初心袁继续努力浴

大家一致认为收看开幕式是学

习尧宣传尧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好
的开头袁要以此为契机袁努力营造浓
厚的学习十九大精神氛围袁 把学习
好尧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我
们首要政治任务袁 在全船迅速掀起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袁 要原
原本本学习会议的有关文件袁 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袁做到野入耳尧入脑尧入心冶袁更好地以十
九大精神指导今后的工作袁 以更饱满的热情推动工
作落实袁确保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取得实效袁以实际
行动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袁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
畅通保驾护航袁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加骄人的
业绩遥 渊野南海救 115冶轮冤

要要要 野南海救 115冶轮船员发出誓言
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本报讯 10 月 18日上
午袁野南海救 112冶轮组织全
体船员收看了党的十九大

开幕式遥广西日报联盟对此
次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遥

郭添新船长结合自身

工作在报道中讲到袁自十八
大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袁人民的幸
福感尧获得感尧成就感显著
提升遥 同时袁随着野南海救
102冶专业深海救助船舶入列袁南海救助
局全面建成了天空尧海面尧深海的立体救
助体系遥 我们的使命区域也从近海拓展
到了深蓝袁我们也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来确保野海上丝绸之路冶的海域平安遥
船舶党支部书记邴建华在谈及感受

时说到袁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好地发挥

船舶党支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袁 带领广
大船员近期要做好以下工作院 一是要深
入学习领会十九大会议精神遥 二是要认
真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遥 三是要把践行
野十九大会议精神冶融入下一阶段的党建
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中遥

渊焦传雷冤

不忘初心，保障海区平安
野南海救 112冶轮接受广西媒体采访报道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海

救 101”轮党支部不断发挥支部的主体作

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践中激发主

动性、创造性、战斗性，打好“12345”组合

拳，推动了支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走向

深入。

把握每月 1 次党日活动要要要野主题党
日冶

每月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把“主

题党日”作为党员“学”的载体、“做”的平台

和“改”的抓手，支部通过“主题党日 +党建

活动”，在做加法中把全体党员凝聚起来，

在做加法中把船员骨干团结起来，在做加

法中把船员群众带动起来，助推救助事业

发展。

用好 2个野微冶要要要野微信公众号冶尧野微
党课冶

支部努力发挥好“救助旗舰”微信公众

号的传播优势，随时随地向党员干部推送

党的声音、局队决策、救助案例、旗舰故事

等内容，把思想政治教育从“指

尖”传递到“内心”、植入船员“脑

海”。结合“职工讲坛”开展微型党课，坚持

书记带头教育、带头学习，充分发挥“小课

堂、大道理、作表率”的教育示范作用。

抓牢 3个学要要要野带头学尧 全面学尧联
合学冶

班子带头学。支部班子经常开展专题

式学习，每次确定一个学习主题，坚持把学

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作为班子学习的主

要内容。

党员全面学。支部把思想教育作为第

一位的任务，通过集中学习研讨、分享学习

心得等方式强化党员学习，形成了“全覆

盖、有提高”的教育目标。

党建联合学。利用队领导到船开展“同

工作、同生活、同学习”的机会和船舶靠泊

基地码头补给的良机，邀请上级领导结合

党内主题教育活动进行教育宣贯，提升学

习层次，广大党员普遍感到学有深度、学有

广度、学有厚度。

融入 4 项任务要要要野救助尧 示范船建

设尧维修保养尧训练示范冶
支部积极将党务与实际工作有机融

合，以知促行、知行合一。

融入救助中心。救助工作在哪里，党支

部的工作就要融入到哪里，7月 23日,在台

风“洛克”中协同其他救援力量成功救助翻

沉运沙船“南辉 68”轮 12名遇险人员，支部

的堡垒作用凸显。

融入示范船建设。支部把工作融入到

示范船建设中，主动适应救助形势发展需

要，着眼转型升级，聚焦规范管理，展现“黄

金作为”，在队属 20艘船舶中率先探索“示

范船”建设模式方法，严格运行六大标

准化体系，提高了救助履职能力。

融入维修保养。支部把船舶设备的

维护保养、安全运转、随时适航作为完

成救助任务的根本任务来抓，不断提高

设备的维护保养力度。融入训练示范。

支部在学习借鉴省公安消防总队特勤

大队经验后，主动把握训练思路，积极

探索训练举措，为有效提升救助能力生

成模式变革，做出了旗舰应有的贡献。

开展 5色野党建品牌冶要要要野红色锤炼尧
蓝色熏陶尧绿色教育尧金色激励尧银色警示冶

党支部创新提出以“‘红色’锤炼———

以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员

的政治意识”、“‘蓝色’熏陶———以职业道

德教育强化专业素养，增强党员的服务意

识”、“‘绿色’教育———以人道主义教育彰

显国际责任，增强党员的爱国意识”、“‘金

色’激励———以堡垒旗帜教育激励创先争

优，增强党员的先锋意识激励”、“‘银色’警

示———以廉政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增

强党员的自律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多彩党

日”活动，将革命传统教育与党性教育、职

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技能提升、人道主义教

育与作风建设、旗帜堡垒工程与打造一流

队伍、廉政意识教育与文化建设相融合，以

缤纷色彩来展示党建文化内涵，既紧扣船

舶实际，又具有心灵影响，提高了党建工作

的参与性和实效性，滋养了船员成长。

打好“12345”组合拳
野南海救 101 冶轮把 野两学一做 冶引向深入

周宇敬

本报讯 10月 12日下午袁三亚救助
基地联合野南海救 101冶轮尧野南海救 203冶
轮举办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专题党课遥
党课主要围绕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袁 如何强化全面从严
治党尧如何做野四讲四有冶的合格党员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遥座谈中袁基地主任
曾蓉尧基地党员和救助船船长尧轮机长等
都联系自身岗位踊跃发言袁 分享了学习
体会曰101轮政委周宇敬分享了 101 轮
开展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的经验袁 详细讲述了党建品牌 野多彩党
日冶的开展内容和形式曰陈义林书记介绍
了基地野六个有尧两个好冶党建品牌建设

和野深化改革袁担当有为冶大讨论活动内
容遥
活动中袁基地副主任胡传华以野讲政

治尧守规矩尧敢担当尧有作为冶为题袁向全
体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

课遥
此次党课联学活动袁 深入推进了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袁 拓展和创新了党课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遥与会党员表示将在冶两
学一做野学习教育常态化尧制度化和全面
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袁不忘初心尧继
续前进袁 扛道义 尧 济沧海袁 为党的事
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遥

渊三亚救助基地冤

推动党课教育实效性 拓展党课教育新模式

三亚救助基地开展船岸支部联学活动本报讯 10月 22日袁中国
首部海上救援题材电视剧叶碧
海雄心曳首播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袁我局船队尧南一飞等代表
应邀参加发布会遥

叶碧海雄心曳以交通运输
部救助打捞局的海上救援力

量为原型袁讲述了一群默默无
闻的救捞英雄在工作和生活

中的故事遥 在首播发布会上袁
参会的我局一线人员进行了

自我介绍袁并在墨宝野怒海争
锋袁青春无悔冶前与主要演员
进行合影留念遥

据悉袁该剧将在山东卫视
10月 26日黄金剧场播出遥

渊周宇敬冤

我局职工参加《碧海雄心》首播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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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2日袁 正在进行平
台训练任务的野南海救 131冶轮袁突然接
到求救信息院一艘名为野SEA PRIMA冶
的液化气船失去动力漂航袁位置处于油
田附近区域袁此时海况较为恶劣袁严重
影响油田的作业安全袁急需救助遥野南海
救 131冶 轮及时将信息向上级报告袁在
得到明确的指令后袁 立即前往事故现
场袁顺利将野SEA PRIMA冶轮拖至安全
水域遥 渊野南海救 131冶轮 蔡一波冤

“南海救 131”主动履职 紧急拖带失控船

本报讯 10月 15日袁广州
救助基地 野华英 382冶 艇在 20
号台风野卡努冶袭击期间 ,主动
作为袁 顶着狂风巨浪袁 在桂山
港池内搜寻并发现被困在渔排

上的 7名人员袁 艇员们立即将
他们救上了艇袁 安全送抵桂山
码头遥 渊广州救助基地冤

“华英 ”主动作为 名受困渔民脱险

本报讯 台风野卡努冶影响期间袁海
口救助基地野华英 383冶艇在海口新港
发现一艘渔船在航道上搁浅严重影响

船舶进港避风袁
立即主动出击袁
成功将渔船拖

离出浅袁 遇险 6
渔民获救遥
渊海口救助基地冤

“华英 383”主动出击 救助遇险渔民 6人

本报讯 10月 15日袁受今
年第 20号台风野卡努冶影响袁海
南岛临高角海域两艘货轮 野美
成 388冶和野美成 366冶共 11 名
船员被困船上袁野南海救 118冶轮
接令迅速出动袁经紧张救援袁11
名被困船员安全获救遥

渊野南海救 118冶轮 向明冤

“卡努”逼近 名船员被困“南海救 ”成功救助

本报讯 2017年 10月 15日夜袁湛江救
助基地野南海救 510冶艇在台风野卡努冶中袁夜
里驰骋袁连续作战近 4小时袁分别从湛江奥
体中心海域和特呈岛海域成功转移 17 名
遇险人员袁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生
命大救援遥

15日袁台风野卡努冶携着 12级大风的威

力悄然靠近雷州半岛遥 至
傍晚袁 湛江的海面上已白
浪翻滚袁1918时袁基地值班
室接求救电话袁 在湛江奥
体中心对开海域有艘名为

野恒惟星冶 的无动力驳船袁
船上共 4人袁因台风受困袁
随时面临危险袁请求救援遥
基地果断下令 野南海救
510冶快速救生艇火速赶往

救助遥应急队员迅速出动袁并成功将 4名船
员安全接回救助基地码头遥

在执行奥体中心救助任务的同时袁基
地值班室又接到湛江海上搜救分中心来

电袁特呈岛附近海域名为野琼洋渔 16011冶和
野琼洋渔 16012冶 的两艘渔船上共十多名渔
民还未来得及转移上岸而被困袁 请求紧急

救助遥 在完成奥体中心救助任务后袁野南海
救 510冶 艇在 2105时又赶到了事故现场袁
此时风力已达 10级袁救助艇要接驳遇险船
舶人员非常困难和危险袁稍有不慎袁就可能
在接驳的过程中袁 出现人员坠海或船艇损

坏的情况遥几经艰辛袁救助队员凭借高超的
操艇和救生技术袁成功将渔船上共 13名被
困渔民安全接驳上野南海救 510冶艇袁并于
2243时袁将渔民安全接回基地码头遥

渊湛江救助基地冤

“南海救 510”艇台风中成功救助 17名人员

本报讯 2017 年 9 月 2 日中午袁6名
游客乘帆船出海游玩袁 不料在三亚东岛
与西岛之间起锚后主机出现故障袁 帆船
随风浪吹至珊瑚礁附近搁浅袁 船底破损
进水袁情况危急袁三亚救助基地接到救助
信息及时出动救援袁6人安全脱险遥

9月 2日中午 13时 40分袁三亚救助
基地接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信息院 在三
亚东岛与西岛之间袁6名游客在 1艘锚泊
帆船上观光遥 帆船起锚后袁因机器故障无
法启动袁 随浪漂到附近礁石上袁 亟待救
援遥

接到求救信息后袁三亚救助基地野南
海救 511冶 艇及时携堵漏器材赶赴现场遥
14时 10分袁野南海救 511冶 艇抵达事故现
场袁立即安排潜水员下水勘查险情袁发现
帆船船底破损袁漏水严重遥 经评估袁认为
不适宜对帆船开展拖救作业袁 以免进一
步破坏船体袁决定先接救被困人员遥 由一
名救生员身绑救生绳袁将引绳从野南海救
511冶艇带至帆船曰14时 32分袁在救生员
人的协助下袁 第一名被困人员沿着引绳
游至船旁并被救上野南海救 511冶艇曰15时

10分袁6名人员全部接上救助艇后被安全
送至帆船港遥

人员脱险后袁救助人员再次返回事发
现场袁尝试堵漏袁但因风浪太大难以进行遥
经再次研究后袁决定用水泵对帆船进行排
水袁趁晚上高潮时分袁利用野南海救 301冶
艇进行拖浅遥 22时 40分袁在 2台水泵排
水的作用下袁 帆船进水量得到控制并逐
渐减少遥等候多时的野南海救 301冶艇趁高
潮时机快速接拖并顺利起拖遥 午夜零时
许袁野南海救 301冶艇顺利将失事帆船拖带
至帆船港袁人尧船脱离险情遥

渊陈柏蓉冤

本报讯 9月 27 日袁以野喜迎十九大
技能我最棒冶为主题的广州救助基地首届
技能比武活动圆满落下帷幕遥基地全体干
部职工顶着酷暑高温袁在两天的赛程中激
烈角逐尧比拼技能尧赛出了真本领袁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野十九大冶胜利召开遥

本次比武竞赛项目分为水面及陆域

两大模块袁覆盖了水面救生尧200米游泳尧
汽车驾驶尧消防灭火尧撇缆尧系缆尧公文写

作 7个项目袁一线救助骨干与岸上干部职
工根据自身专业特长袁 均参与了技能比
武遥

此次比武是贯彻落实我局关于加强

救助技能训练袁坚持野以实战为目标袁把训
练当实战袁以实战检验训练成效冶等训练
理念袁检验救助职工的技能水平袁进一步
提高新形势下专业救助能力和队伍整体

战斗力的重要举措遥 渊广州救助基地冤

“喜迎十九大 技能我最棒”
要要要广州救助基地渊应急救助队冤首届技能比武活动圆满结束

2017年 10月 25日

三亚救助基地及时救助遇险船 人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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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新生代 忠诚履职当先锋
要要要记海口基地潜水员杨柳生

杨柳生是海口基地潜水员袁学
习能力强袁救助技术过硬袁有担当袁
肯奉献袁在他 10年的救助生涯中袁
参加了多项重大救助任务并发挥

了重要作用遥

救助新生代袁 技术精湛
多面手

杨柳生是一名85后年轻救助
人袁但已经是基地救助工作的中坚
力量遥 他勤奋好学袁学习能力强先
后考取船舶驾驶丁类证书尧吊车操
作证书尧 叉车操作证书等多个证
书袁并且这些技能在日常救助与训
练中发挥作用遥 他会潜水袁会开船袁
会开车袁会操作特种设备袁是名符
其实的技术派多面手袁又是一名肯
干事尧爱干事尧敢干事的新一代 85
后技术能手遥

服务地方袁 应急抢险显
身手

2014年超强台风 野威马逊冶正

面袭击海南袁海口东城水
库闸门出现故障袁无法正
常泄洪排险袁危及大坝及
下游群众安全袁 危急时
刻袁海口基地应急分队迅
速出动袁前往现场应急抢
险遥 在水库现场袁杨柳生
和分队长一起查看水库

泄洪闸门故障情况袁分析
研究解决办法袁制定排险
方案遥 他敢于担当袁主动
向队长申请首先下水排

险袁他凭借过硬的技术能
力与身体素质袁克服闸门
漏水吸力大等危险袁迅速
排除了险情袁得到三防办
领导及群众的称赞遥

2015年 11月 17日袁
超级邮轮野天秤星冶号邮
轮在返航中绞缠到渔网袁

请求潜水清障遥 基地领导接到清障
任务高度重视袁 决定派遣杨柳生带
队执行潜水清障任务遥在救助现场袁
杨柳生率先下水探摸袁面对困难袁他
迎难而上袁 在队员的配合下使用潜
水刀等设备袁快速切割绞缠渔网袁然
后再协调邮轮操纵减

摇鳍伸缩袁将套在里面
的渔网带出袁 再捆绑尧
拉伸尧切割袁就这样往
复袁经过 2个小时的潜
水作业袁清除了邮轮全
部绞缠渔网遥杨柳生带
领队员以精湛的技术袁
良好的作风袁得到邮轮
外籍船员的充分肯

定遥
不辱使命袁成

行家里手
2016 年 8 月 袁

野2016年救捞系统南部
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冶 在三亚凤凰岛附近海域成功举
行袁在多个演练项目中袁直升飞机索
降救援袁救助人员野神兵天降冶的项
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杨柳生作
为我局第一批索降人员高效成功完

成了演练任务袁 很好的展现了救助
人员专业的风采遥 要知道袁在实施索
降演练一周前袁 他完全是索降项目
的野门外汉冶遥 在接到索降学习任务
后袁他迎难而上袁一头扎进训练中袁
一遍又一遍的从训练高墙上索降而

下袁认真体会各个技术动作袁通过照
片尧视频的方式袁观察自己索降训练
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袁 与教练员研讨
技术细节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遥
通过严格认真的训练袁 杨柳生很快
就基本掌握了整套索降技术遥 在参
演当天袁仅用 5秒钟完成索降袁整个
过程一气呵成遥

野宝剑锋从磨砺出袁梅花香自苦
寒来冶遥 一次又一次的救助实践袁让
杨柳生不断的历练尧不断的成长遥同
时袁他深知学无止境袁只有不断地充
实自己尧完善自己尧提高自己袁才能
迎接新的挑战袁 才能为救助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浴

八月袁确实是个不凡的八月遥
起初袁当接到回忆八月的事情把它书写

成稿时袁我是比较抵触的遥首先袁我是真不知
道写什么袁从何写起袁怎样才能把我可爱的
战友们不凡的事迹表达出来袁 他们是英雄遥
其次袁想想除了我们救起来的人可以享受上
天赐予的阳光和空气袁可是还有些人还未道
声再见就已葬身大海袁深感有愧袁又有什么
脸面去歌功颂德呢遥 另外袁确实是我已经麻
木了袁六七年里遇见的太多遥
后来想想袁不管怎么样袁八月里也应该

记点什么遥
每每我离开家袁告别我美丽的野大宝冶和

可爱的野二宝冶袁还有那双鬓挂满银丝的二老袁
虽有不舍袁但是我知道我已野卖身冶给国家和
那片深蓝的海疆遥 我与我家的大领导野大宝冶
相识相遇相爱于大海袁 所以家里也只有她才
知道我从事的是什么袁知道海的可畏袁父母对
我的职业也还只是停留在海上救人我要不要

下水游泳去救人的无知层面遥 我想这样也是
好的袁 因为我只需要解释我们的船很大有很

多设备袁 用先进的设备救人就可以糊弄过去
了袁他们也就安心了遥我不敢和他们分享我的
荣耀袁 因为每次荣耀的背后饱含着艰辛与危
险遥 所以袁每次任务只是用微信发句野我出任
务了冶袁她回句野注意安全冶曰任务结束袁野回来
了冶袁她回句野好的冶遥简简单单的袁我不知道她
在想些什么袁但是我知道对于家人我很愧疚袁
而对于获救重拾生命意义的人袁我很自豪袁因
为我属于我守护的这片海疆遥

八月袁船舶享受着港湾的怀抱袁修理的
日子虽然很忙碌袁但是省去了大海中摇曳呕
吐感和滔天骇浪带给生命的凶险遥 然而袁我
好像是想多了遥今年的台风似乎觉得野新人冶
渊新船冤好欺负似的袁在海南接二连三的滋扰

不成袁回到广州就立马派来野天鸽冶气势汹汹
的袭击我大珠江口遥
高频上不停有人呼喊袁有人求救袁有的

船要沉了袁有的船搁浅了袁有的船触礁了袁一
声声的呼救像一根根刺扎入我们的心脏遥一
声令下袁踏浪而驰袁马不停蹄地辗转四个事
故现场袁我们救起了 31人遥当我看着救起的
人袁我感动了袁心里为他们默默地流下泪遥他
们中有约 70岁的老者袁 有患突发性心脏病
的袁有手臂或者腿骨折的袁有头部受伤的袁一
双双惊魂未定的眼睛渴望的看着我们袁不停
的感谢着我们遥 因为生活袁为了家人他们不
畏艰辛在风口浪尖舔血度日袁但是他们也是
幸运的袁他们活了下来袁可还有一些他们的

同伴却永远的长眠在这片陌生的大海里袁他
们可是有着心爱的家人等待着他们平安回

家的呀!
高强度长时间的作业袁我累了袁很累浴但

是袁我想我还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遥是的袁最
后送他们一程袁送他们上岸袁送他们回家袁家
才是他们的归属袁 家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袁
所以我主动请缨坚持第一批上艇送他们回

陆地遥 风浪很大袁路途也较远袁送完一批袁为
了保持体力本是要轮换人员袁但我还是想坚
持把他们全部送完遥幸好我的团队给了我支
持和鼓励袁还有和我一起护送的兄弟也野傻
傻的冶跟着我在坚持袁三个多小时袁三次来回
往返袁终于给这次任务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遥

我感动着袁 为天下海员不畏艰辛而感
动袁为活着的人而感动袁为长眠异域的人而
感动袁为我那群可爱的兄弟而感动袁为自己
而感动遥 我为这份感动袁我奉献了遥

野我回来了冶
野好的冶
我累了袁八月遥

无论我们晕船晕得多么难受袁
多么疲惫袁那一刻都要穿上自己的
工作救生衣袁为生命袁起航浴这就是
我们袁为之奋斗的职责遥

回想野天鸽冶台风中营救油轮
野长航探索冶号遇险船员的情景袁如
今沥沥在目遥

在登艇前袁看着海面的巨浪瞬
间把母船的后甲板吞没袁天空乌云
密布黑得让人压抑袁空气中弥漫着
阵阵浓烈的汽油味的恶臭遥心头略
过一丝不安袁我又紧了紧自己的救
生衣袁知道这次下艇任务和以往不
一般遥

救助艇下水了袁它像一匹发了
疯的野马袁不停的上下颠簸袁左右
乱窜袁以至于我无法起身站稳去启
动艇机袁我只能蹲着一只脚一只脚
的慢慢移步袁解收艏艉缆袁平时训
练熟练的动作袁此刻也显得极其艰
难遥 艇机正常启动了袁二副迅速跨
上驾驶台袁 后背用力紧紧贴着背
椅袁双腿夹紧椅脚遥 野轰轰冶引擎发
出急促而沉闷的咆哮声袁小艇像刚
刚学步的孩子一样摇摇晃晃终于

挣脱母亲的怀抱遥突然我们像被一
双巨人的手托住一样不停的往上

升袁 正当感觉就要脱离海面的时
候袁上升的力量瞬间消失袁我们自
由落体般俯冲而下袁野嘣冶的一声巨
响救助艇像砸到石块上一样袁下降
戛然而止袁我的脚被艇体与海面的
冲击力震得发麻遥 野大家都没事吧钥
要注意站好位置袁用力抓好扶手! 冶
二副声嘶力竭的大声吼道遥那一刻
过后袁似乎平静了很多袁我赶紧起
身去看转速表袁报警指示灯袁一切
正常遥 此刻袁倍感平时精心维护保
养和训练的重要性袁一丝欣慰过后
也有点担忧袁 再这样巨烈颠簸下
去袁我也无法保证艇机能否安然无
恙遥 正当我思索着的时候袁一阵难
受袁中午吃下到胃里的食物全部被
掏空遥紧接着身体又像被托住一直
上升的感觉袁就这样袁橘红色的救
助艇像一叶小舟被发怒的大海肆

意的抛上浪尖又无情的甩进涌谷袁
一点点朝难船艰难地前行遥

按照指令我们准备强靠难船

转移船员袁救助艇在涌浪的作用下
上下大幅跳窜袁并不时和难船发生
碰撞遥 现场汽油味更加浓烈袁熏得
让人愈发难受袁缺氧的感觉袁一阵
恶心袁又吐了遥我用袖子擦了擦嘴袁
咬紧牙袁 一只手紧紧握住扶手袁另
一只手接应准备登艇的获救船员遥
野啪冶的一声响袁我猛然抬头一看袁
经历多次才带上难船的艇艉缆被

绷断袁艉部护栏被撞弯袁还没等我
缓过来袁又是野啪冶的一声袁艇艏缆
也被绷断袁救助艇被巨浪重重的挤
压和难船发生猛烈碰撞袁大伙的心
都悬了起来袁二副赶紧操艇驶离难
船遥 刚刚经历的那一幕袁大家惊恐
中带着失落和沮丧袁经和现场指挥
沟通袁重新制定营救方案院难船抛
下救生筏袁船员们从软梯进入救生
筏上遥 我们再靠救生筏进行营救遥

看着遇险船员们在现场指挥

的指导下有序的进入救生筏袁高频
里不时传来对方船长你们辛苦了袁
谢谢你们的问候遥舷窗随着海浪的
起伏一会被海水淹没袁一会又露出
海面袁我蹲在舷窗旁欣赏这平静而
温馨的一面袁忘记了救助艇依然在
海浪中颠簸袁忘记了晕船的难受和
身体的疲惫遥 野准备抛缆绳浴 冶我紧
紧地抱紧水手的腰袁缆绳被精准的
抛到救生筏里面袁救助艇慢慢靠近
救生筏袁遇险船员们也一起用力拉
缆绳遥终于袁生命的通道建立遥巨浪
中袁救助艇救生筏紧紧地挨在一起
随浪颠簸袁我们手拉着手袁利用好
两个海浪之间相对平缓的时机袁有
惊无险袁三十个船员一个一个被转
移到救助艇中袁再安全的转移到母
船上袁靠着强大的勇气袁和坚强的
毅力袁我们顺利完成任务!

向生命致敬袁是每一个生活在
平安里的人的良知袁是奋战在台风
救援前线救助人的真实写照袁不轻
易放弃袁向每一个生命致敬浴

八月不凡
要要要有感于 8月 23日珠江口大救援

阴 杨永锐

向生命致敬
阴 黄磊

2017年 10月 25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