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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让我们更好地传递爱心

“Tony老师”余涛和他背后的蓝天救援队
“他去救援了”

“帮我剪了六年头发的发型
师，今天约他一直没回复，刚跟
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人怎么也
不回复我。 我朋友说你没看他朋
友圈吗，他去救援了。 ”

7 月 21 日，网友“射手女郎
JINGS”的一条微博冲上热搜。

“射手女郎 JINGS”是 21 日
下午 2：44 给余涛发去预约信息
的。此时，余涛其实已经身在 600
公里外的郑州市中牟县白沙镇，
投入紧张的救援工作。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
琴告诉记者，这次救援队共有 19
名队员驰援郑州，余涛是第一梯
队的 11 名队员之一。

20 日深夜，合肥市蓝天救援
队接到支援郑州的通报，队员们
开始集结准备。 余涛决定前往队
部时，妻子已经睡下了。

“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我
就把我爱人叫起来说这个事情。
她在医院工作，也是党员，对我
还是比较理解和支持的。 ”余涛
对记者说。

21日下午 3点多， 一路飞驰
之后，第一梯队抵达白沙镇。 余涛
和队友们来不及休息，很快架设起
冲锋舟，搜寻和转移受困群众。 洪
水尚未消退，水流相当湍急，队员
们有时需要下到水中把船扶稳。

“镇上的民房大多是居民自
建的，要注意钉子、电线之类的
危险物品。 农村的路也不平，有
的地方水到腰部，有的地方水就
直接到脖子了。 不过我们都会现
场评估，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把
群众救出来。 ”余涛说。

21 日晚，包括苏琴在内的第
二梯队队员也赶到了白沙镇。 当
天的救援工作持续到 22 日凌晨
1 点多才告一段落。 23 日上午，
郑州的洪水基本消退，队员们又
转战至新乡。

在新乡，救援队面临的路况
更加复杂。 洪水来袭，一些路段

被大水淹没，车子开不过去。 若
是让队员们开船涉水，过了这片
水域又可能再次遇到陆路，无法
继续前行。

“好在新乡的路上一直有来
往支援的大铲车，我们好几次都
是带着装备坐在车斗里前往救
援现场的。 ”苏琴说。

在救援过程中，队员们每天
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几乎要一整
天泡在冰冷的洪水里。 搜救过程
中不舍得花时间吃饭，一船队友
用 1 桶方便面凑合一天。 晚上回
到驻地没有热水洗澡，就将就着
用湿纸巾把身上擦干净。

但他们印象深刻的，仍是那
些感动时刻。

苏琴记得，在白沙镇，一位
酒店老板看到队员们实施救援，
多次过来喊队员们去吃饭。

“其实我们自己准备了干
粮，但是他说了好多遍，感觉不
去他那里的话他很难过了，所以
结束救援后我们就去了。 吃饭的
时候，他还一直感谢我们，让我
们一定要吃饱。 ”苏琴说。

余涛则对记者谈起， 在新
乡，两位妇女带了两个八九岁的

孩子， 蹚了大约一里路的水，送
来满满一桶上百个熟鸡蛋。“当
时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提供的
数据显示，21 日至 22 日，队员们
在白沙镇解救了 230 名受困群
众， 为灾区运输物资 160 箱；23
日，在新乡转运了 34 名群众。

这些被解救的居民中，有步
履蹒跚的老人、 身怀六甲的孕
妇、酣然入睡的婴儿……

从“绿野”到“蓝天”

蓝天救援队正式成立于
2007 年，最初是由来自绿野户外
网的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发起
的、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间公
益性团体。 2010 年 9 月，“北京市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北京市民
政局登记注册，成为中国第一家
正式注册的民间救援队。 此后，
救援队在全国范围内的队伍不
断壮大， 目前已经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起初，蓝天救援队的名字只是
在驴友圈中小有名气。“我们刚开
始主要是帮助一些在野外遇险的
人，因为大家本身也都是户外运动
爱好者， 对于山野环境比较有经
验，所以有能力救援。”蓝天救援队
创始人、总指挥张勇介绍说。

2008 年的汶川地震，让这支
山野搜救经验丰富的队伍走上
了更大的战场。

地震袭来的时候， 山路断
裂，很多村庄成为孤村，与外界
失去联系。 这支驴友队伍依托长
期积累的“山野作战”经验，担负
起开辟山路、进入村庄、建立联
络的重任。

“你别说，在山野救援这一
块儿，其它救援组织还真比不过
我们。 我们搞户外的，就是对大
山有感觉。 ”张勇回忆说。

汶川地震是蓝天救援队第
一次参与重大灾难救援，也让他
们发现了自己的短板———搜救
技能的欠缺。

通过与国家救援队的合作，
蓝天救援队专门进行了地震救
援技能的训练。

此后的玉树、舟曲等地震救
援现场，还有“北京 7·21 特大暴
雨”救援现场，都活跃着蓝天救
援队队员的身影，他们也在一次
次历练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

据介绍，救援队每周都安排
各种培训课程，包括急救员资格
培训、水上救生培训、野外生存
培训、野外搜救培训、技术装备
使用培训、心理救援培训等。

“我们的队员中，有很多就
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他们放弃休
息时间，无偿来为队友讲课。 ”张
勇说。

除此之外，蓝天救援队每年
会和国家救援队一起进行实战
训练，也曾赴香港、美国进行观
摩学习。

跟队一年才能成“战友”

这支既神勇又有血有肉的
救援队伍，本质上就是由来自三
百六十行的普通人组成。

平日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
燃气工、理发师、医生、老师、交
警等等，一旦发生险情，他们立
即化身一个个“城市超人”。 这群
人能上山、能下河，会开车、会搞
通信，有医学知识，能做疫区消
杀，甚至能搭建、能勘察，在各个
领域都很能打。

“这些队员全部都是志愿
者，”对于队员选拔，救援队有自
己独特的方法，张勇介绍，“我们
首先会召集有意向的申请者开
个见面会，大家随便聊天，在这
个过程中增进了解，也利用这一
机会观察申请者是否合适。 ”

张勇坦言，野外救援这项工
作不同于其他志愿者服务，并非
人人适合，除了积极主动、有爱
心外，更需要肯吃苦、能动脑子，
因为“肩负的是生命，责任太重
大了”。

见面会之后，大部分申请者

都会收到训练活动通知，周周如
此。 一段时间后会有业务考核，
通过考核，才意味着有了参与救
援服务的资格。 但想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救援者，则要耐心地跟队
一年左右，充分积累实战经验。

“能坚持下来的只是一部分
人， 但只要能坚持一年以上，基
本上就是战友了。 ”张勇表示，或
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审慎，蓝天救
援队才得以扎实地走到今天。

不仅队员都是“兼职”，救援
队的资金来源也很“民间”。“我
们的开支、 流程非常简单透明，
我们不接受任何商业性捐款，也
极少接受民间捐款， 运营至今，
全靠队员们自掏腰包才一路顺
利地走了过来。 ”

救援队里大到救生艇、担
架、潜水器械，小到每一次的路
费、饭费，都是队员们自己花钱
置办起来的。

“在大规模突发性灾难面
前， 仅靠国家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 只有充分挖掘自救能力，才
能有效避免更大的伤亡。 民间力
量的灵活性甚至是国家救援队
所不具备的。 如果真能够让民间
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国家没关注
到的我们填上，国家顾不过来的
我们顶上，救援漏洞就能越来越
少。 ”张勇说。

“最好的志愿服务模式应该
是：在政府指导下，志愿者团体
自我管理，保持独立性。 政府尽
可能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
而在管理上能对非政府的公益
组织信任、放活。 ”

像余涛一样的蓝天救援队
队员遍布全国，这样的民间救援
力量，成为国家遇到重大灾情时
的强大“后备军”。

网友说：“他不是不剪头发
了，他只是去拯救河南人民了。 ”
等灾情过后，他们还会重回自己
的角色， 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
子，只是在心里默默待命随时奔
赴下一个“战场”。

（据《环球人物》）

“� � ‘拿起剪刀是 Tony，放下剪刀是托你’。 近日，河南灾情发
生后，一位理发师推掉所有工作冲上前线救援的故事，让很多
网友‘破防’。

据悉，这位名叫余涛的理发师，平日里洗剪吹一套娴熟的
操作可以让客人容光焕发；遇到灾情险情，他换上‘战服’，就
成了合肥市蓝天救援队的一员。

网友不禁感叹 ：这不就是小说里那种有着双重身份的
英雄嘛 ！

记者一直试图电话联系余涛，却几经辗转没能成功，救灾
工作的忙碌让他无暇顾及其他，更别说网上所谓的‘走红’。 24
日，当余涛的电话终于被拨通，已经是他在河南的第四天。

短暂的几句对话中， 余涛没有谈太多他这次赴前线的艰
辛， 只反复说着现场遇到的那些感人画面：‘两位妇女带了两
个八九岁的孩子，蹚了大约一里路的水，送来满满一桶上百个
熟鸡蛋，当时眼泪真的都快下来了……’

据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介绍，余涛是 2020 年 8 月
底入队的，目前志愿服务时长已经超过 400 小时。 此次河南救
援任务中，他自告奋勇要求参加第一批次的行动。

合肥蓝天救援队在河南救灾现场

余涛的双重身份：理发师与救援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