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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飞机可能出了问题，
20岁的乘客王俊皓突然想给爸
妈“留点东西”。他取出 i P ad写
了只有 2 5字的遗书：“世界和
平，爸爸妈妈我爱你，我爱你
××（女友名），不要吵架，王
俊皓南京。”

另一位乘客秦莉生出了“一
辈子就过去了”的感慨。这天是
她的34岁生日。丈夫约好在机场
接她，然后一起庆祝。这架波音
737客机从长春始发，经停南京，
飞往桂林，抵达南京时晚点了22
分钟。秦莉有点着急，在去登机
的摆渡车上，她向同行的同事抱
怨了三四次，“这个飞机怎么停
得这么远啊”。

2017年11月13日晚，南方航
空公司CZ6406航班从南京飞桂
林的151名乘客中，包括两名儿
童、两名婴儿和一名坐轮椅的乘
客。平静夜空迎接他们的，是一
个惊魂之夜。

如果飞机真出事

那就这样了

飞机离开南京的时间为20
时13分。

起飞后一个多小时里一切
正常。乘客照常用了晚餐，许多
人昏昏欲睡。根据南方航空发布
的信息，CZ6406预计在22时25分
抵达桂林。

21时35分，一则机长广播打
破了机舱内的安静。“机械故障，
要临时备降长沙黄花机场”，乘
客们惊醒了起来，四处张望，议
论纷纷。

随后，另一则广播加剧了紧
张 气 氛 ，“ 货 舱 火 警 ，需 要 迫
降——— 备降黄花机场，请大家放
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安全降
落，保证大家的安全。”

机长从“备降”到“迫降”的
改口，吓得乘客陈诚打了一个
激灵。这位工程师想起看过的
纪录片《空中浩劫》，里面讲述
了很多机毁人亡的案例。中国
民航局网站资料显示，迫降是
指飞机失去安全降落能力之后
的降落，常由于出现重大故障，
而备降是飞机在运行过程中为
确保安全采取的正常措施，航
路交通管制、天气情况等都会
导致飞机备降。

陈诚叫住一个空姐，询问
对方之前是否遇到过相似情
况。对方表示没有亲历，只听说
其他机组遇到过。陈诚的心放
不下，与同事努力往窗外看，没
看到明火。

秦莉是在一片骚动中被吵
醒的。一醒来，她就听到空姐的
声音，说“机组人员有能力有信
心将大家安全带到”，她有点蒙，
问了邻座的男士，才知道飞机要
在长沙降落。邻座男士的声音很
轻，但她一下子吓醒了。

100多双眼睛盯着乘务员的
一举一动。

“我们是通过乘务员的行
动来猜测整个飞机的严重情
况”，南京实习民警王俊皓回
忆。此行他要和另外三位同事
王海越、杨成宏、张瑞弸去桂林
执行任务。

“一开始乘务员聚在前排讨
论方案，后来各就各位，站在过
道上，同时竖起大拇指”，王海
越猜测，这是表示乘务员就位的
手势。

“这排这排到这排，落地后
从中舱门撤离”，“这排这排到这
排从后舱门撤离”，空姐在舱内

快速走动着，不时敲击一下乘客
的椅背，语速急促。

据乘客回忆，约有4位乘务
员分布在舱内各部，开始教乘客
迫降姿势。从广播响起后，机舱
内一直有点骚动。她们提高嗓
门，试图盖住嘈杂声，并拍手吸
引乘客的注意力，“看我看我，降
落时双手搭在前面座位上，左手
搭左边，右手搭右边，头埋在两
臂之间”。

乘务员不断提醒撤离路线，
告诉大家迫降姿势，要求大家不
要带行李，去掉饰品。“就像备战
状态。”秦莉回忆。

飞机内安静了下来。人们保
持着迫降姿势，安静等待。虽然
乘务员提醒他们，迫降之前暂时
不必保持这样的姿势，不过许多
乘客注意到，大家不约而同“没
有改变姿势”。

据中国民航局事后发布的
信息，CZ6406航班机长文诚表
示，飞机巡航高度在7800米的时
候，后货舱火警灯亮，火警铃响
起。机组进行了灭火程序，但灭
火程序后，火警灯并没有熄灭，
这表示火警在继续。

飞机从7800米的高空开始
降落。

陈诚时不时往窗外瞟，他感
觉到飞机在加速，机头比机尾
低，黑色的夜空中，窗外机翼拉
出一条明显的白线——— 官方信
息显示，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一
度达到每小时903千米。

突然，舱内有婴儿开始啼
哭 。在 这 狭 小 又 寂 静 的 空 间
里，婴儿的哭声就像一根针，
刺破了一只装满紧张情绪的气
球。许多人记住了这个孩子的
哭声。

“那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
我在想孩子是不是预感到了什
么。”秦莉说，自己头脑一片空
白，“看到电视里的场景发生
在现实，没有任何依附感和安
全感。”

在那一瞬间，王俊皓突然
想 给 爸 妈 留 点 东 西 。他 取 出
iPad写了那封25字的遗书。事后
他解释，“世界和平是当实习民
警的感受，希望人们能够安宁。
然后就是表达下我对他们的
爱，不要吵架是希望自己走了
之后不要有太多的麻烦”，他担
心万一自己出了事，父母与他
的学校及实习单位发生矛盾。

他回头看了一眼啼哭的婴
儿，心情“太压抑了”。婴儿的母
亲安抚不住孩子，也哭了起来。

坐在一起的3个民警握住了
彼此的手，一直等到快降落时才
松开。

后来王俊皓说，握手时他已
经想好，“如果飞机真出事，那就
这样了。”

说“撤”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21时56分，飞机一个急刹，稳
稳落在长沙的跑道上。

乘客们起初没缓过神来，几
秒钟的沉默后，舱内开始爆发掌
声，“鼓掌是向机组道谢，果然能
将我们安全带回来。”陈诚说，那
时大家都有点放松了，有人开始
解安全带。

但掌声只持续了5到10秒。
“都坐好，不许解安全带！”

后排的男乘务员焦急地大喊。紧
接着，机长在广播里用沙哑的嗓
音喊：“撤离！撤离！”陈诚从中听
出了恐惧。乘务员也在对乘客高
喊“从紧急通道赶紧撤”。

舱内的紧张情绪又回来了。
“说‘撤’的那一刻所有人

都站起来了，很快机舱走道里
就充满了人”，王俊皓大声提醒
了一声“注意秩序”。乘务员也
站在两旁座位处疏散乘客。令
秦莉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座位
本来在里侧，撤离的时候一位
男士让她先走。这是她当晚最
深刻的印象之一。

根据飞机紧急撤离原则，
火警警告不能消除时，机长应
在完成相应的程序后，下达撤
离口令。

航空公司的解释是，飞机下
降过程中，火警铃熄灭过一段时
间，但是落地之前又再次响起，

“本着人的安全是最高职责的原
则去处理这个情况，必须在落地
以后，第一时间让旅客、机组撤
离飞机。”

陈诚后来回忆起来，认为机
长的做法是对的，“在天上要稳
定大家的情绪，落地后要让大家
紧张起来赶紧撤离”。

4个人吼了一首

《祝你平安》

那天晚上，长沙下着小雨，
有点冷。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在
待命。

秦莉从前舱门撤离，走到舱
门口时，“脑子是空白的”。她顺
着滑行梯往下，“双脚着地的那
一瞬间，就感觉自己还活着，一
切还可以掌控。”

她拼命往前跑，快到能够
听到风往自己耳朵里灌，心脏

“砰砰砰”地跳。同事在她身后
大 声 喊 她 ，但 除 了 心 跳 和 风
声，她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是
一直跑。

后来她跟同事碰面后，同
事对她说，以后“再也不坐飞机
了”，并表示要想想以后的人
生，一辈子过得很快，有些事要
赶快去做，不能每天这么忙忙
碌碌的。同事还告诉她，在飞机
上甚至想过，自己借别人的钱
泡汤了，别人借自己的钱也清
零了。

王俊皓是从中舱门撤离
的。打开舱门就是机翼，人先
跳到机翼上，再从机翼跳到地
面，“舱门到地面的距离大概
两米多”。

跳下去后，王俊皓等人开始
接应后面的乘客。由于天黑看不
清地面，有的乘客跳下后还没站
稳，后面的乘客就急着往下跳。
跳一个下来，他们就往旁边搀
扶，催促对方“赶紧走赶紧走”。
有个中年男人抱着小孩，王海越
让他从机翼上滑下来，摸着对方
的腿，小心地往下拉，最后把大
人和小孩一起扶下来。

王海越等到人们全部撤离
后才走，离开时他看到地上有一
只黑色的童鞋，他捡起看了看，
本想归还失主，又发现另一只在
机翼下面，便放下了。

最后，151名乘客全部安全
疏散，只有一人“脚踝轻度扭
伤”。

落地后，在雨中，身着单衣
的乘务员拿着喇叭喊大家“集
合”，声音嘶哑，但仍穿透了全场
持续鸣叫的警报声。人们顺着声
音往一块聚拢。乘务员一遍遍清
点人数，询问大家是否受伤。人
数清点了好几遍，上摆渡车时，
又是一个个数着数上的。

大家纷纷掏出手机向家人
报 平 安 。秦 莉 给 丈 夫 打 了 电
话，丈夫接到电话后很惊讶，
他并不知道飞机出了问题，连
连问她有没有事、要不要坐高
铁回家。

本来在迫降时，机组要求

乘客不要携带任何物品。但秦
莉还是从包里掏出手机随身带
下了飞机。她想着，如果真出事
了，别人能从手机知道她是谁，
如果没出事，她可以给家里报
个平安。

站在雨中，她看到手机屏幕
的光亮、机场灯、警灯、消防车
灯、救护车灯，一齐在雨夜里发
光闪烁，看上去把整个机场都照
亮了。这一幕让从事旅游业的她
很感动。她想起了今年四川九寨
沟地震后，导游带乘客脱险“一
个都不能少”的故事。

事后，这些乘客才知道，民
航部门当晚接到机组紧急情况
报告后，指挥其他飞机避让，优
先保证CZ6406航班降落。长沙黄
花机场按照规定关闭了机场，启
动应急救援程序。到23时35分，机
场才恢复正常运行。

据中 国 民 航 网 消 息 ，在
CZ6406航班21时35分发现火警
后，长沙黄花机场接到民航湖
南空管分局通报，立即通知机
场消防和医务等相关部门启动
应急救援程序，21时45分，各救
援单位全部赶赴到指定集结地
点集结完毕，从指令发出到集
结完毕，只用了5分钟。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初步
调查认定，此事件是一起因航空
器警告系统故障导致虚假火警
信息的航班备降事件，“不构成
航空运输事故或责任原因事故
征候”。

南航连夜调派了另一架飞
机，把151位乘客继续送往桂林。

在又一次候机时，王海越等
人去了候机室里的“唱吧”KTV。
4个人窝在那个狭窄的小亭子里
吼了一首《祝你平安》。这是他们
点的第一首歌，王海越说，“不会
唱也要点”，大家都有一种“大难
不死，必有后福”之感。

151人最后在14日1时25分再
次出发。起飞前，有乘客觉得自
己闻到了煤油味，据陈诚回忆，

“大家如惊弓之鸟，都在议论，空
姐也在一直解释。”

这一次，秦莉没有像以前
一 样 睡 觉 。她 紧 攥 着 随 身 佩
戴的玉佛，一遍遍默念“阿弥
陀佛”。

凌晨2时20分，飞机抵达桂
林机场，比原计划晚了3小时55
分钟。

秦莉在凌晨 4点左右回到
了家，一进门就得到了一个大
大的拥抱，丈夫拍着她的背安
慰“受惊了，受惊了”，她抱着丈
夫，感觉“失而复得”。女儿已经
熟睡，她轻轻推开门，看到女儿
那一刻，就觉得“还好，一切都
还在”。

那天如果没有意外，秦莉会
跟丈夫一起去看电影，吃生日蛋
糕。她最终还是庆祝了自己的34
岁生日，补吃了蛋糕。生日蜡烛
点亮时她许了个祈求平安的愿
望，这是她经历过这次空中火警
事件后的最大愿望。两天后她又
去南京出差，返程她选的还是
CZ6406航班。

陈诚后来返回南京乘坐的
是高铁，他还是心有余悸，短时
间内不太敢再坐飞机。王俊皓自
始至终没好意思告诉父母，自己
写过那封遗书。在那个惊魂之
夜，终于到达目的地的他与同事
直接去了预定的抓捕任务现
场——— 太阳还没有照常升起，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据《中国青年报》

2017 年 11 月 13 日晚，南方航空公司 CZ6406 航班从南京飞桂林的 151 名乘客，对他
们来说是一个惊魂之夜。21 时 35 分，一则机长广播打破了机舱内的安静。“机械故障，要
临时备降长沙黄花机场”，随后，另一则广播加剧了紧张气氛，“货舱火警，需要迫降，飞机
从 7800 米的高空开始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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