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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凉山木里森林火灾第 31
名遇难者王慧蓉的死因查明：系从山坡
摔跌受伤致死。两天前，这位木里林业
局第三营造管护处副主任的遗体，在一
跌坎处被发现。

据央视报道，3 月 31 日，王慧蓉随
扑火队赴火场扑火，当晚在途中安全地
带过夜。4 月 1 日早饭后，王慧蓉提出
体力不支自行返回。也正是从这时起，
他与指挥部、亲属失去联系。

记者多方采访，努力还原这位“不
应被遗忘的新增遇难者”最后的人生轨
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很踏实
的一个人。每次去打火，都是冲到最前
面。

同事评价王慧蓉，“职工有任何困
难，只要求助他，他都是毫无怨言地、很
热情地帮，从不摆架子，跟我们打成一
片，他走了，我们真的很伤心。”

44月月44日发现的遇难者日发现的遇难者

4月4日，一则落款为“王慧蓉同志
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在“凉山森林火
灾”相关话题下被转发。

讣告称，王慧蓉在木里县雅砻江镇
立尔村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失联，于4
月4日15时15分发现死亡，享年50岁。

王慧蓉系四川省射洪县人，1991年
12月参加工作，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四川省木里林业局营业四
队队长、第三营造管护处科长、第三营
造管护处副主任。工作认真负责，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为木里县林业局森林
资源保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网友发帖说，“最痛心的是第31
个，别让这位平民英雄最后被遗憾”。
王慧蓉也被媒体称为第“30+1”遇难人
员。

4月6日，在诸多关注者的等待中，
凉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发布了王慧蓉
的死因。

通报显示，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和
尸检，遇难现场无过火迹象，遗体表面
无烧伤痕迹。经初步判定：王慧蓉系从
山坡滑落摔跌致腰椎骨折，骨折片刺破
血管，失血性休克死亡。

木里林业局官网显示，王慧蓉所在
的第三营造管护处处部设在木里县卡
拉乡扎尼，下设4个管护点。其中的一
个管护点就是麦地龙乡，距立尔村不到
10公里。

出事前，王慧蓉所管理的第三营造
管护处，承担着732393亩“国有林”和当
年封山育林、新增“公益林”的管护、抚
育工作。

工作环境的艰苦，村民看在眼里。
6日，卡拉乡的一位当地居民对王慧蓉
的离世，深感惋惜。他说，山里的地形
复杂，坡陡谷深，交通、通讯都不是很方
便，工作条件“可想而知”，但再怎么艰
苦，也从未听过王主任喊“累”，抱怨过，

“他是个好干部”。

体力不支体力不支，，提前返回途中发生意外提前返回途中发生意外

木里森林火灾这场举国悲痛的悲
剧，发生在 3 月 30 日 18 时许。次日下
午，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指战
员和地方扑火队员共689人，抵达着火
点，展开扑救。

王慧蓉就是在这时跟随大部队上
山扑火的。

3月31日17时许，王慧蓉与木里县
副县长、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沐
年若等人前往火场，支援参与扑火工
作。

途中，他们看到火场发生“爆燃”，
随即一起撤向安全地带宿营。

4月1日7时许，王慧蓉、沐年若等
人吃过早饭后，准备按指挥部要求前往
火场，搜救失联的扑火人员。

此时，王慧蓉表示体力不支，要返
回，并将对讲机交由指挥部副指挥长沐
年若使用。原本安排了人送王慧蓉，但
王慧蓉表示自己可以走，于是独自离
去。其他队员继续赶赴火场。

这一离开，竟是永别。
王慧蓉的妻弟张友斌，是与王慧

蓉同在木里林业局工作的同事。4月3
日 17 时许，张友斌向四川省木里林业
局反映，联系不上王慧蓉。该局核实
确认后，立即组织 3 支队伍，分头全力
搜寻。

王慧蓉的遗体被发现，是在 4 月 4
日15时许，搜寻人员在雅砻江镇立尔村
喇叭寺沟口一跌坎处，发现了王慧蓉的
遗体。

从3月31日17时许跟随部队上山
扑火，到4月1日7时许离开营地返程发
生意外，前后时隔仅14小时。

王慧蓉遗体被发现后两天，凉山州
森林公安局局长李光俊对外称，初步确
认，木里森林火灾为“雷击火”，相关证
据都指向了一棵高18米的云南松（为松
科松属的常绿乔木）。

李光俊表示，云南松被雷击时，在
树干形成一个白色起导点和撕裂口，强
电（特点是功率大、电流大、频率低）经
由树干，传导到地面，引燃树叶和枯枝，
进而形成火灾。

““每次都冲在前每次都冲在前””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王慧蓉
所工作的卡拉乡，面积1293平方公里，
总人口5179人。

2017年，一名第三营造管护处员工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这里，
他们上半年的工作主要管森林防火，下
半年则主要做林地、林木、珍稀野生动
植物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林政资源
管理。

“背上睡袋，提着装备外出是工作
的常态，有时一次巡线会持续十多天，
需要在山林中奔波100多公里。”第三营
造管护处员工曾这样回忆他们的日常
工作。

从事林业工作28年，王慧蓉倒在了
自己最熟悉的“战场”。

从4月1日到4日，王慧蓉与亲属失
联的3天里，同事范虹月（化名）始终悬
着心，纠结着，既盼望着有关他的讯息
反馈，又不希望他被找到。

“人家说，找不到人是个好消息，希
望他活着。”随着王慧蓉的遗体被找到，
范虹月的这一想法被击碎。

“没想到这个消息还是确定了，我
们才知道，这个事实已经形成了。”范虹
月难掩悲痛。

同事们想不到，他会以这种难预料
的方式倒在了4月1日返程途中。

范虹月仍记得王慧蓉当天离开时
的情景，“接到前往一线扑火的信息后，
喊我们正常上班，把屋守好。”

但这次火情与以往不同，“真没想
到，他一去就不回了，都没想到这么严
重。”

4 月 4 日，王慧蓉的遗体被找到。
王慧蓉的同事李响（化名）回忆，“4号，
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首先发现了
他的背包，然后我就基本肯定了这个事
情（王慧蓉遇难），我们在大山生活惯了
的，知道后面的结局。”

李响说，王慧蓉工作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很踏实的一个人。在老同事毛
敏（化名）的印象里，王慧蓉“每次去打
火，都是冲到最前面”。

“我们职工有任何困难，只要求助
他，他都是毫无怨言地、很热情地帮。”
范虹月补充道，王慧蓉从不摆架子，“他
跟我们打成一片，是个好领导。他走
了，我们真的很伤心。”

王慧蓉和妻子都在林场工作，家人
都在老家四川遂宁。

李响告诉记者，“他老婆就是我们
管护站点的工人，他父亲80多岁了，母
亲患病在床，还有个儿子，都在遂宁生
活。”

邻居也感到难过，“一直在这里，住
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认识的，他走
时，大家都哭了。”

有评论说，王慧蓉虽然走了，但身
后那片曾守护的原始林海仍然葱茂。
他是第“30+1”遇难者，生前从不惮于做

“逆行者”。
据《新京报》

“以往，你是否会站在宿舍门口，思念你的亲
人。”5日7点，27岁的张力又发了一条朋友圈，配
图里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家属楼的窗户，亮着微
弱的灯光。

那是4日晚10点，张力站在舅舅邹平的宿舍
门口拍下的照片。宿舍里，张力的舅妈和表妹，
正在收拾邹平的遗物。这个戴着眼镜、穿着蓝白
校服的姑娘，坐在父亲的床头，翻看着身旁木箱
上摆放的一个记事本，不明白里面写的是什么。

记事本里记录着木里县的村名并标注了时
间。邹平的一位同事看了看，解释说，“这应该是
每次木里县发生林火时，你父亲做的记录。”

林火，或许是邹平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42
岁的他，2000年进入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
（以下简称川林五处），从事的工作均与造林和森
林防护有关，“火”是防护的重中之重。

2018年5月，邹平在木里县水洛乡从事了8
年的森林管护工作后，被派驻到县森林草原护林
防火办公室协助工作。2019年3月30日，四川凉
山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参与
扑火的他，突遇山火爆燃牺牲。

约好的旅行再难成行约好的旅行再难成行

在舅妈和表妹收拾邹平的遗物时，张力几乎
没敢进屋，“我老是想起幺舅（小舅），我们一大家
人这么好，他怎么就不在了呢。”

邹平是张力的表舅，两人虽然相差15岁，却
无话不谈。去年年关，张力给邹平打去电话，询问
他春节能否回家。虽然张力知道，这几乎不可能。

邹平老家在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地图显示距
离凉山州木里县有1000多公里。在木里县工作
了 19 年的邹平，过年很少回到老家与家人团
聚。1月至6月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而作为“全
国林业第一县”的木里县，任务更为繁重。木里
县人民政府官网数据显示，全县现有林业用地面
积 94.14 万公顷，其中，林地 62 万公顷。这一数
字，是四川全省的十分之一，全国的百分之一，以
县为单位，居全国之首。“过年不允许回家，七八
月份雨季到了，大家才可以休假。”川林五处驻木
里森林管护站负责人李强称。

张力，确实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但邹平提到
7 月份回去时，两家人要一起去广东东莞旅行。
邹平的妻子在东莞打工，张力的妻子也在。2018
年7月，邹平和张力曾先后到东莞，但未能一起
游玩，“所以我们又约了，今年等他休假回来，要
一起去的。”

邹平宿舍地上的一个麻袋里，装着两个厚约
20厘米的圆木盘，这是他答应帮张力买的菜板。
张力蹲在地上，眼里噙泪。他说，听说木里的菜
板好，才让舅舅帮忙买。“他早就把东西准备好
了，但还没等给我带回去，他就走了。”

给儿子的鞋垫未绣完给儿子的鞋垫未绣完

邹平的宿舍位于木里县扎昌街西侧的一栋3
层建筑内，这是川林五处驻木里森林管护站为职
工租下的房子。宿舍6平方米大小，两人一间，
邹平的床靠在墙边，一个衣柜和一个当作床头柜
的木箱子，几乎是他在驻地的所有物品。

邹平生前上山时常背一个迷彩军用包，妻子
把他的遗物装进包里。女儿则坐在床头，两人都
很少言语，只是看到某些物品时，会询问身旁邹
平的同事。

衣柜里的药、木箱上摆着的水杯、一副黑框
的眼镜，邹平的妻子都不打算装进包里。但压在
床垫下的一双鞋垫，她塞了进去。那是一双用红
线绣的白色鞋垫，鞋垫上还别着大头针。“这是邹
平给儿子绣的，还没绣完。”皱平的一位同事说，
邹平空闲时会绣些东西，还曾见他给儿子打过毛
衣。

与邹平同室的柳红利回忆，邹平内向，但与
大家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们下山宣传防护，一
去都是半个月，回到宿舍才能睡个安稳觉。邹平
与妻子视频，都不当着同事的面，“怕打扰我们休
息。”有时候，同事们也会凑上去看看，说两句话。

沉默寡言的巡山者沉默寡言的巡山者

2000年，邹平进入川林五处营林四队工作。
200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0 月，在川林五处营林四
队（甘洛施业区）从事天保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人工造林工作。李强称，从育苗到种植他

“样样精通”。2011年，邹平调到川林五处木里县
水洛森林管护站，从事森林管护工作，在乡里呆
了8年，才派驻到县森林草原护林防火办公室工
作。

李强称，在乡里从事森林管护，生活很艰苦，
他们常驻在乡里的只有4人。每隔1天，他们就
要上山巡一次山，走的都是羊肠小道，回来要汇
报走的路线，看到了什么，怎么处理的。不上山
时，还要入户到村民家宣传防火、防护。“他不太
爱说话，都是默默地干好工作，从未有过怨言。”

川林五处驻木里森林管护站负责木里县78
万亩左右的原始森林，邹平所在的水洛乡有 20
多万亩，其中还包括了恰郎多自然保护区，任务
非常重，自然保护区里国家级保护动植物非常
多，不能有任何闪失。“他们巡山，都是早上带着
干粮和水上山，晚上回到驻地，还要写当天的情
况汇报。”

2018 年5月，因工作需要，邹平被派驻木里
县森林草原护林防火办公室协助工作。在李强
看来，这个工作虽然在县城，但并不轻松，“全县
的起火情况都会第一时间汇报到护林防火办公
室，下山救火是常事儿”。

““看你们慢慢长大看你们慢慢长大””

3月30日晚，接到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
生森林火灾的火情后，邹平跟随木里县林业森林
局局长杨达瓦上山。

邹平的同事聂永林记得，那天邹平回到宿
舍，收拾行李出发。“出发之前，我还专门给他拿
了一瓶肠胃药。他肠胃不好，进山之后又要吃干
粮，喝冷水，怕他拉肚子。”

聂永林称，他们从事森防工作，大家相互之
间都比较照应，因为一进山就是好多天，很辛
苦。“此前我进山的时候，他也会嘱托我，注意安
全。真的没想到，他会遇难。”

川林五处驻木里森林管护站主任郑军称，3
月31日凌晨4点，他还曾打通邹平的电话，电话
里他说已经在雅砻江镇了。“下午再联系，手机就
无法接通了。”

“进到山里，没有信号是常有的事。所以我
们要求每到一处有信号的地方，就要向后方汇报
情况。”郑军称，4月1日得知有人员失联的消息
后，他开车就往起火点赶，后来才知道，邹平和杨
达瓦一行遇山火爆燃牺牲。

4月4日晚间，张力翻看邹平的QQ空间，一
个名为“看你们慢慢长大”的相册记录了他一双
儿女近6年的生活。邹平常常不在家，张力有时
会拍些表妹、表弟的照片给他，他都存在了QQ
空间里。“我一直不敢相信幺舅去世了，他还有好
多事没有办呢。”

这天晚上，张力沿着邹平每天上班必经的一
条坡路走了5分钟，并录下视频，“让我帮你走完
最后一遍。”

邹平简介邹平简介

今年 42 岁的邹平，是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
工程处森林管护职工，从事森林防护工作18年，
多次参与森林火灾扑救。他的妻子在广东东莞
工作，夫妻俩育有一女一子。邹平常年在木里林
区护林，与家人聚少离多。七八月是雨季，他才
得以回家休息。原本，他和家人约好这个季节会
在东莞相聚。4日，邹平的家属收拾遗物时发现
一双未绣完的鞋垫，那是邹平给儿子做的。

据《新京报》

木里森林火灾第31个遇难者

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森林管护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森林管护
职工邹平职工邹平。。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应急管理部提供应急管理部提供））

他留下一双未绣完的鞋垫他留下一双未绣完的鞋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