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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改革谱新篇

——省消防总队举行纪念 98 抗洪 20 周年暨跨区域应急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王异飞

朱燕林

7 月 18 日，省消防总队在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域举行纪念 98 抗洪 20 周年暨跨区域应急救援实战拉动
演练。此次演练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黄明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部消防局抗洪抢险工作要求，
未雨绸缪，主动作为，全力做好防大汛、抢大险、
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宣誓活动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中),省消防总队总队长张福好（右 1）、省消防总队政治委员张忠勇（左 1）、副市长汪凡非（右 4）现场观摩
省消防总队总队长张福好、政治委员张忠勇及其他党
委常委，全省消防部队武汉战区七个支队的支队长、参谋
长，以及亲历 98 抗洪战斗的 20 名老兵代表出席演练活
动。此次实战拉动演练得到我市的大力支持，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副市长汪凡非等党政机关领
导，社会群众共 800 余人现场观摩了演练活动。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之称，水域广泛，水网纵横，是洪涝
灾害多发区。1998 年 8 月 2 日凌晨 5 时，湖北消防官兵成
功营救抱在树上、被洪水围困 9 个小时、年仅 7 岁的小江
珊的新闻播出后，湖北消防因此享誉神州大地。20 年来，
湖北消防部队始终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保护民生为己
任，发扬光大伟大的 98 抗洪精神，狠抓水域灾害事故救援
课题研究，在一次次抗洪抢险行动中总结提高，形成了一
整套具有湖北特色的抗洪抢险救援的机制和体制，一些经
验做法在全国进行交流推广。在 98 抗洪 20 周年之际，在
消防部队改制转隶的关键时期，湖北总队把这次实战拉动
演练选在当年抗洪抢险的主战场——咸宁嘉鱼，具有十分
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旨在通过开展跨区域实兵、实装、
实测、实战演练，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
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激励
广大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检验新战法、新技术、
新装备和应急通信保障、战勤保障、临机处置和协同作战
能力，全面展示应急救援国家队、主力军力量；动员全省消
防部队全面备战，全力以赴，发挥专业优势，在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勇当先锋、敢打必胜、彰显力量。
此次实战拉动演练，全省消防部队五大战区同步开
展，共分接警调度、队伍集结、战前动员、实战演练、装备展
示和应急保障等六个部分。演练活动模拟嘉鱼县某地 18
日早上 6 时发生洪涝灾害，市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到达现
场后，发现灾情十分严重，在组织现有力量开展救援行动
的同时，向总队指挥中心报告请求增援。接报咸宁支队增
援请求后，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调派武汉战区
的武汉、黄石、黄冈、鄂州、荆州、汉江等 6 支抗洪抢险突击
队和总队应急保障分队、搜救犬分队共 300 余人、舟艇 25
艘、各类消防车辆 30 余台、水域救援装备 1800 余件套火
速增援。总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赶赴灾区现场成立前
方指挥部，组织指挥抗洪抢险统一行动。增援力量在行进
途中，每 30 分钟向总队指挥中心报告行程，总队动中通卫
星指挥车对各增援力量行程进行全程追踪。9 时 50 分，各
增援力量相继赶赴嘉鱼三湖连江水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队伍集结任务。
10 时许，省消防总队总队长张福好下达纪念 98 抗洪
20 周年暨跨区域应急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开始命令。演练
总指挥、总队参谋长张平安组织进行了战前动员，对演练
科目实地指挥。
在宣誓活动中，60 余名官兵代表身着水域救援服整
齐列队，面向党旗隆重宣誓：发扬伟大的 98 抗洪精神，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职守，英勇战斗，不怕牺牲，首战用
我，用我必胜！时任嘉鱼消防大队的大队长、二等功臣万
少波，营救小江珊的冲锋舟舵手、一等功臣王明华等 20 名
参加 98 抗洪战斗的老兵代表初心不改、心系消防，在现场
也发出铮铮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来即战，战必胜！不忘
初心，
继续前行！
宣誓仪式后，在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第一个演习科
目--复杂水域救援编队搜索。只见在水库中央，有 2 栋
民宅被淹，数十名群众被困，等待救援。市消防支队特勤
中队班长孙德鑫告诉记者，遇到复杂水面搜索需要改变编
队队形；复杂水域具有灾情复杂、地形复杂、处置复杂等特
点，全省消防部队在经历了 1998 年、2016 年的抗洪抢险
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同时也找出了部队在处置中暴露出
的装备、经验、技战术等方面的短板问题。为此，湖北总队
始终把水域救援工作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先后出台了水域救援专业队建设标准，在各地组建了专业
队伍，规范了个人携行 12 件套、舟艇遂行 10 件套的装备
配置标准，探索了 6 类水域救援技战法，并形成操法指导
实战。湖北省消防总队将以此次实战演练为检验，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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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救援课题研究为牵引，结合实际，着眼实战，力争尽快
形成一整套水域救援处置要则。做到应对此类事故有兵
可调、有装可用、有技可施、有难可解、有章可循。第二个
演习科目--复杂水域救援编队搜索。救援人员利用舟艇
上携带的手抬机动泵、浮艇泵等装备就地取水灭火。攻坚
组队员在水枪掩护下疏散被困人员，排除危险源。此次船
只火灾扑救运用了空中侦察、强攻近战、吸水供水等技战
术措施，成功救出被困群众，扑灭了火灾，排除了危险源。
湖北消防部队在 1989 年长江油驳火灾、2006 年汉江酒精
船只火灾、2013 年长江观光游轮火灾扑救中，不畏艰险、
不辱使命，打了一次又一次的漂亮仗，赢得了各级党政领
导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第三个演习科目--危化品水
域事故处置。此项演练科目运用无人机抛投、仪器检测、
声纳探位、深水打捞、疏散转移等处置措施。经侦察检测
确认，危化品未发生泄漏，部分沉入水底。福尔马林是甲
醛的水溶液，有毒、可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和腐蚀
性，如果发生泄漏，会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近年来，湖北
消防部队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资质的国家级潜水员，练就
了过硬的打捞救助技术。2015 年在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救
援中，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亲切接
见。第四个演习科目--内涝疏转救助。此项演练从难设
置内涝灾情，接到救援命令后，参演官兵迅速出动，对不明
水域采取首船探路、标定航道、梯次行进、迂回搜救的战术
措施；对急流水域采取抛投固点、绳索横渡、顺流牵引的战
术措施；对夜间行动，采取航灯指引、悬停照明、首尾勾连
的战术措施。2016 年入夏以来，湖北省境内先后遭遇六
轮暴雨袭击，内涝、溃堤、山体滑坡事故接连发生，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湖北消防总队第一时间启动
抗洪抢险应急预案，总队党委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前
移工作阵线，坚持第一时间建强领导核心，第一时间做好
思想发动，第一时间深入救援一线，第一时间落实从优待
警措施。全体官兵充分发扬 98 抗洪精神，迎难而上，激战
洪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急难险重救援任务，打赢了一
场又一场的艰苦卓绝的抗洪救援战斗，全省消防部队共参
与抗洪抢险 1785 次，出动舟艇 1300 多艘次、出动警力 1.6
万余人次，共营救被困群众 9132 人、疏散转移群众 6.3 万
余人，全省涌现出了孝感大悟中队
“飞渡哥”刘晓鹏等一大
批抗洪抢险的先进典型，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
在湖北视察时，亲切接见 5 名抗洪抢险官兵代表。第五个
演习科目--孤岛救生。利用绳索技术实施救援，救援官
兵运用横向并列双绳、倍力系统等技术展开营救行动。并
利用无人机喊话，稳定被困者情绪，采用绳索救援技术，架
设空中救援通道，展开营救行动；同时派出搜救犬给被困
者投递救生圈，引导伤员靠岸。救援人员首先利用救生抛
投器将绳索的一端抛投到孤岛的另一端做固定，架设一条
横渡绳桥，作为救援通道，救援人员通过绳索携带救援装
备横渡至孤岛，稳定好被困人员情绪后，再通过绳桥将孤
岛和水域中被困人员同时转移至安全地带。孤岛救生技
术在多次抗洪抢险救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六个演习
科目--舟艇翻覆自救和橡皮艇 O 型救援。舟艇翻覆自
救、抛绳救援、O 型救援、活饵救援等四项救援技术。活饵
救援技术。该技术是利用绳索保护救援人员入水，从被困
者背面牵引、展开营救，这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能有效
营救落水人员的一种重要救援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应
对 危 险、复 杂 水 域 环 境 ，救 援 官 兵 如 何 开 展 自 救 和 救
人。湖北素有千湖之省之称，水域广泛，水网纵横，是洪
涝灾害多发区。舟艇作为抗洪抢险的主要救援装备，具
有体积小、吃水浅、航速快、操作灵敏及便于运输等特
点，在历次抗洪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七个演习科
目--直升机空中救援。今天参演的是意大利生产的医
疗救援直升机，该机可同时搭载 2 名医护、1 名绞车手、1
名救生员及 3 名重伤员。该机配有适航认证的呼吸机、
除颤监护仪、注射泵、吸引器、氧气瓶等医疗设备器材，
能快速转移伤员，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直升机空中悬
停、垂降、急救等技术，对被困水面的人员实施空中救
助。近年来，按照军地融合的发展理念，加强了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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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火灾扑救

相关单位的联勤保障，与航空、卫生等建立军地协作机
制，形成应急救援战略联盟。演习中，卫星指挥车、演练
舟艇、医疗救援直升机、无人机、水上救援机器人等数百
台套高精尖水域救援装备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示了军警
民、水陆空联勤联动、立体救援、协同高效的抗洪抢险救
援体系。
98 抗洪英雄、营救小江珊的冲锋舟舵手一等功臣王
明华受邀观摩演习，他对 20 年前救起小江珊的那一幕还
记忆犹新。王明华说，回到 98 抗洪抢险的主战场——咸
宁嘉鱼三湖连江举行抗洪抢险实战拉动演练特别有意义，
消防部队就是要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
拼搏，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近年来，省消防总队把水域救援工作作为重大课题进
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先后出台水域救援专业队建设标准，
在各地组建了专业队伍，规范了个人携行 12 件套、舟艇遂
行 10 件套的装备配置标准，探索了 6 类水域救援技战法，
并形成操法指导实战。目前，全省依托特勤大中队组建了
14 支水域救援专业队，156 个中队一舟两艇形成编队，
90%以上官兵学会游泳，321 人取得舵手资格、153 人取得
潜水员资格、367 人取得救生员资格，配备了无人机、水陆
两栖车、水上遥控机器人、金属弧水陆切割器、折叠式冲锋
舟等一大批高、精、尖的水域救援装备，正朝着专业化、职
业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在实战演练中，现场指挥部针对历次抗洪抢险暴露出
的短板问题，紧盯形势任务，紧贴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设置
水域编队搜救、急流救援、危化品处置、船艇灭火、孤岛救
生、遂行政宣、遂行保障、应急通信、空中救援和社会联保
等科目，既有常规训练科目的新突破，也有重难点课题的
新探索，既有新技术、新装备的综合运用，也有新联勤、新
保障的全面展示，构建了军、警、民，水、陆、空，联勤联动、
立体救援，协同高效的抗洪抢险救援体系。
总队紧抓复杂水域编队搜索、急流救援、船艇火灾扑
救等常规训练科目训练，创新首船探路、航道标定、梯次行
进、环形迂回等战术措施，舟艇翻覆自救、抛绳救援、O 型
救援、活饵救援等技术，有效提升了救援人员开展自救和
救人的能力。着眼危化品水域事故处置、内涝疏转救助、
孤岛救生等重难点课题，综合运用手抬机动泵、浮艇泵、救
生抛投器等便携、实用的遂行常规装备，无人机、水上救生
遥控机器人、便携式水面救生艇、水陆两栖运输车、深水打
捞声纳等高科技装备，采取无人机抛投、深水打捞、绳索救
援、搜救犬投递救生圈等技战术措施，高效、快捷地完成应
急救援任务。坚持警地融合的发展理念，加强与地方相关
单位的联勤保障，与航空、卫生等建立警地协作机制，形成
应急救援战略联盟。在直升机空中救援演练中，总队水域
救援专业队与航空、医疗人员联合作战，完成空中救助；在
危化品水域事故处置中，联合当地海事、环保、医疗和水务
等力量协同处置。
当救援直升机返航时，坚持全要素、全过程、全地形、
全领域的实兵实装实操拉动演练科目安全、圆满、高效完
成，总队水域救援专业队的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这是
湖北消防部队发扬光大 98 抗洪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湖
北消防官兵敢为人先、主动作为的生动表达。
“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 若有战，召必回，来即
战，战必胜！”的嘹亮口号，响彻云霄，振奋人心，表达了湖
北消防官兵有信心、有能力打赢抗洪抢险救援攻坚战的决
心。
省消防总队总队长张福好介绍，湖北是洪涝灾害多发
省份，加强抗洪抢险实战拉动演练意义重大。今天所检验
的有新装备、新技术和新战法，要不断提高部队的实战能
力，就是确保当洪水发生之时，能够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
胜。部队应该加强应急救援演练，以达到提高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的本领，
为湖北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不忘初心再出发，投身改革谱新篇。在消防部队改制
转隶的关键时期，湖北消防部队将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
加高昂的斗志投身改革大潮，传承和弘扬 98 抗洪精神，牢
记使命担当，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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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艇翻覆自救和橡皮艇 O 型救援

▲复杂水域救援操

▲孤岛救生

▲直升机空中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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