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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
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降低政
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进一步为企
业和群众减负。

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扩大减缴专利申请费、年费等的范围，降低因私普
通护照等出入境证照、部分商标注册及电力、车联
网等占用无线电频率收费标准，并要求必须有明

显降费，比如车库、车位等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收费
标准由每件550元降为80元，商标续展注册费收费
标准由1000元降为500元；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降低一半。

会议决定，从4月9日起，调降对个人携带进境
的行李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行邮税税率，其中对食
品、药品等商品，税率由15%降至13%；纺织品、电
器等由25%降为20%。

国务院确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

7月1日起 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凉山木里森林火灾特别报道致敬英雄

西昌将4月4日定为哀悼日
全市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湘东 肖洋）4月3日，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
沉痛哀悼扑救木里森林火灾牺牲的英雄们，西昌市人民政府决定，2019年4月4日为
哀悼日，全市范围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

落地西昌，天气晴好。
目送着副班长汪耀峰的父母被送上车，

刘荣基没有直接去殡仪馆，他要去找发小张
成朋的父母。

“朋子”和“鸡哥”，这是这对兄弟相互的
称呼。从中学认识至今，两人人生有一半的
时间是交集在一起的。同一所初中和高中，
同时在18岁选择入伍，然后被分到同一个
新兵营、同一个森林消防大队、同一个中队，

“相隔一堵墙，整天在一起。”
刘荣基个性跳脱，张成朋相对内向，读

书时，两人成绩都不好，做过最“出格”的事
情，就是逃掉晚自习去打游戏。在家乡那个
不大的小县城，每一个旮旯都有过他们晃荡
的身影。终于，少年长大，想要去看看更大
的世界，想要实现自己的绿色军装梦，于是，
18岁，他们从家乡来到了四川。

成都到底怎么样——在新兵营的4个
月，他们没有出过锦江区永安路教导队的大
门，想象不出传闻中“有美食又热闹”的城市

是什么样子。每周训练之后，最盼望的就是
周末可以获准玩半天手机。

可是，在他们眼中，这样的生活也是充
实有趣的。

都是家中独生子，相互就是兄弟。确认
张成朋牺牲后，刘荣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
张爸张妈。张妈一把抱住他就哭，一遍遍叫
着“朋子”。

4月3日，在宾馆接到张爸张妈后，三人
回到西昌大队。训练场、宿舍楼、足球场，都
还是曾经的模样。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摆
放严谨整齐的内务，仿若下一刻熟悉的脚步
就会响起。默默整理张成朋的遗物，储物柜
上，发小的证件照难掩青涩，他刚刚20岁，
同龄人大多都还在大学里学习。

不久前，刘荣基还劝过朋子，让他向暗
恋多年的女孩表白，但性格内向的朋子拒绝
了。这次，刘荣基自作主张，将朋友的这份
感情告诉了女孩。女孩知道后，在微博上写
道：“谢谢你喜欢我，这是我的荣幸。”

烟灰缸上并排燃着 12
支烟，一个消防战士，用这样
的方式，怀念凉山州森林消
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的
12位战友。

他们去了，从这栋楼出
发，奔向木里县立尔村火场，
再也没有回来。楼下的三中
队，也这样一夜之间失去14
位战友。

这栋楼，仿佛空了。
4月3日晚饭时间，哨声

响起，四中队一班的消防员
褚正庭还是觉得，宿舍的走
廊静得可怕。哪怕保住性命
的战友终于回来了，可这栋
楼似乎再也热闹不起来，原
来此时该呼朋唤友出现在走
廊的人，少了快一半。

< 自责 >
最后一次上战场没有陪你

褚正庭呆坐在自己的床
铺上，对面就是四中队一班
副班长周鹏的床。“我和他
2016年同一批入伍，他很优
秀，各方面都很突出，深得大
家的信赖。”他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的都是周鹏的模样。

“三年来，只要是上火
场，两个人都会在一起，唯独
这一次……”褚正庭懊恼，为
什么自己偏偏腰椎会出问
题，导致这次没有参加行动，
而周鹏再也不能回来。

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
这些夜晚，回想起最后的分
别，褚正庭总觉得冥冥之中
已有蛛丝马迹。“这一次是执
行了两个任务。他们走的第
一天晚上，我就莫名其妙失
眠，怎么也睡不着。”凌晨时
分，他发信息给周鹏，问什么
时候能回来，戏说“没有你，
我失眠睡不着”。

褚正庭第二次给周鹏发
信息，依然是个难入眠的夜
晚，那是在周鹏等人上山前，
他再次给周鹏留言。“自那以
后，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褚正庭努力望向天花
板，不让眼泪出来，“之前我
还担心他手机没有电，把我

的充电宝给他带上了，估计
也没用上……”

三年间，每次出任务时
的彼此庇佑，完成任务后的
相互搀扶，眼下都成了扎心
的尖刀，疼得人说不出话来。

< 害怕 >
不敢在战友父母面前出现

周鹏的床铺还是他出发
前的模样，只是床边不一样
了，像所有牺牲的战士那样，
他们的行李已经靠床搁置。

“我给他收拾的。”褚正
庭把周鹏所有的物件，悉心
收捡，不落下一件。但是，已
经塞进箱子的制服，又被他
重新挂进了周鹏生前用的衣
柜，“让他家人来的时候，可
以看看。”

其实，褚正庭最不愿意
面对的，就是那些牺牲战友
的父母。“不想出现在他们的
视线里。”褚正庭的心里想
逃、想藏，“我们都跟他们的
孩子一般大，看着我们，不是
勾起他们更难受么？”

想藏又不敢藏，褚正庭
知道战友的家人还需要活着
的人安慰，他想把可以做的
做到最好，“帮他们把行李都
弄好，该寄回去就给他们寄
回去。”他想尽量忙一点，祈
求忙碌能治疗心里的伤痛。

一班、二班、三班，走过
每一间宿舍，褚正庭都能触
碰到逝去战友的气息。“他是
年纪最小的，刚来时由我带
着，吉他弹得最好，爱好也最
多，排球、台球都打得好，身
体素质也好。”“这个也是和
我同一批入伍。”“他们俩床
铺 挨 在 一 起 ，都 是 山 东
人”……每个人，都是气味相
投的朋友，共过生死的战友。

“如果牺牲的人是我，肯
定无怨无悔。”褚正庭突然觉
得，自己更懂这份职业了，哪
怕是失去生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媛莉忻晓松 李强

刁明康徐湘东 谢凯
杜江茜 肖洋

送别牺牲战友
退役消防员专程从山东赶到西昌

生死对话
1个人和27个人

终于还是来到，伙伴们的安息之处。
从西昌市殡仪馆的入口开始，沿途树上

被系上白花，远远望去宛若云朵。自发赶来
的群众，都默然无语，微风吹过，一片静穆。

脸庞黝黑，手掌粗糙，眼神明亮，刘荣基
的身上，还有着森林消防员的影子。走过殡
仪馆入口那段不算长的路，往事又清晰地浮
现在眼前。

不出任务的日子，大队里总是热闹的。
每天晚上十点熄灯，早上六点起床，训练、操
课、学习，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最
怕站哨被安排在凌晨两点，那时瞌睡最香，
只能强撑着不打瞌睡，也不敢睡，偷偷瞄过，
有监控在。

即使训练强度大，这群年轻的小伙还是
有使不完的劲儿，几乎每天傍晚6点后，就
会一起踢足球，吃完饭，还有精力再来一场
篮球赛。在队里，有热爱乐器吹拉弹唱俱佳
的伙伴，也有爱操心帮他们剪头发的班长，
还有学霸出身喜欢看书的中队长，以及总是
操心想在城里给家里买房子的好兄弟……

——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这几天，刘荣基还是会和他们说说话。
年初，副班长汪耀峰告诉刘荣基，如果

家里有女朋友的话，就回家吧。他总是这样
扮演队里的“知心大哥”角色。这次，刘荣基
在落地西昌后告诉他：“班副，我看到你爸妈
了，他们挺好的，就是担心你，不过马上就能
看见你了。”

年纪最小的王佛军，总是跟在身后叫刘
荣基大哥，在刘荣基退役后，还跑来问他赖
床是什么滋味。这次，刘荣基回复道：“兄
弟，别睡了，想你。”

每天都被刘荣基拿号打游戏的张帅，之
前还洋洋得意说着“我都上王者了”，这次，
刘荣基告诉他，“你不是喜欢玩穿越火线吗，
一起来吧。”

还有张成朋，年初，刘荣基退役，他犹豫
了下，还是决定留下。他告诉刘荣基，想为
家里多减轻点负担。

这一次，殡仪馆外，刘荣基告诉朋子：
“走，兄弟，我带你回家。我知道你的微信永
远不会回我信息了，难忘曾经一起摸爬滚打
的青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谢凯
李媛莉 李强徐湘东 肖洋 刁明康摄影报道

从山东到西昌，退役消防员刘荣基在路
上花了一天一夜。

4月2日，他先坐动车到达济南，再从济
南乘坐飞机，中途在昆明转机，最终在4月3
日上午10点半抵达西昌青山机场。

这一天一夜，刘荣基觉得自己走过了大
半生。他没有一刻能够睡着，脑子总是恍恍
惚惚，身体也有些麻木。

尽管，他才刚过完20岁生日。
两个月前，他从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

昌大队四中队退役。这次跋涉千里，只为送
别牺牲的战友。

“这27个人，没有一个我不熟悉的。”风

尘仆仆站在西昌的蓝天下，刘荣基的背包
上，仍挂着“中国消防救援”的小徽章。曾
经，他和伙伴们每个人都有一枚，这枚徽章
陪着他们，一次次往返于漫天火光，见证着
森林消防员们的付出和守护。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半天时间，从西昌大队到体育馆，再从

西昌市内到殡仪馆，刘荣基重新走过和伙伴
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好好活下去。”终于，他
告诉自己，往后的日子，要更加认真生活，努
力向上，把兄弟们还没来得及体验的人生，
都经历一遍。

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纪念。

从昆明到西昌的航行，只有一个多小时，
在这架航班上，刘荣基碰见了从全国各地赶
往西昌的退役战友，大家相视无言。过去两
天，这些曾经的消防员经历着巨大的悲恸，

“几乎都没睡，闭上眼，总觉得他们都还在。”
航班上，刘荣基一眼认出，坐在身边的，

是副班长汪耀峰的父母。就在这次出任务
的头一天，汪耀峰寄给弟弟的饼干和零食被
家人收到。每次出发前后，这个平时话不算
多的湖北小伙都会给家里发信息报平安。

在汪耀峰每周和家里视频时，刘荣基不
止一次见过这对面容和善的父母，他们的对
话和所有家庭一样，说点最近的杂事，再相
互叮嘱保重身体。这时候，在房间的队友都
会凑上去和叔叔阿姨打个招呼，也顺便被叮
嘱几句“一定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这一次，刘荣基没有和这对夫妇打招
呼，他看着他们一直在发呆，然后长长地叹

一口气。
这时候，不打扰，就是最好的问候。一

个眼神，相互都懂。
在得知噩耗后，不知道是谁，将刘荣基

所在的讨论组名称改成了“永远的四中队！”
那里面的65个人，有现役的、退役的，还有
已经牺牲的。

4月2日凌晨，刘荣基到达昆明时，约好
一起到西昌的伙伴已经在机场附近订好了
房间。久未见面，除了下来将他带上楼，三
个人同处一室，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该说什么。”刘荣基说，离开后，
大家常常计划着下次相聚，说一定要喝到不
醉不归。大家还惦记着中队长蒋飞飞的婚
礼、消防员赵耀东的大学梦、老班长高继垲
的吉他……

这一次的久别重逢，大家都相顾无言，
这是一次为了告别的重逢。

无言旅途
时间：4月2日9：15
地点：昆明长水机场

手足情深
时间：4月3日10：35
地点：西昌市体育馆

生死对话
时间：4月3日17：00
地点：西昌市殡仪馆

消防员褚正庭回忆与战友分别后的感受：

“没有你，
我失眠睡不着”

从昆明到西昌的航班上从昆明到西昌的航班上，，刘荣基碰刘荣基碰
见了从全国各地赶往西昌的退役战友见了从全国各地赶往西昌的退役战友。。

过去两天过去两天，，这些曾经的消防员经历这些曾经的消防员经历
着巨大的悲恸着巨大的悲恸，“，“几乎都没睡几乎都没睡，，闭上眼闭上眼，，
总觉得他们都还在总觉得他们都还在。”。”

面对牺牲的战友，刘荣基内心有些复杂。

刘荣基的背包上仍挂着“中国消防救援”的徽章。

褚正庭（中）、周鹏（右一）与一位退伍老兵合影。

褚正庭把打包的行李，放在周鹏生前的床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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