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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特稿

一个平静的周末早晨， 被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打破。 在

汶川大地震发生５年后， 在距

汶川仅８５公里的地方， 灾难

的坐标又一次定格在了四川。

“雅安芦山”， 瞬间成为全

国人民共同牵挂的一个地方。

面对咫尺的地震， 成都高校学

子在震后三日经历着怎样的心

绪变化？ 是恐慌， 是热情， 还

是理性？ 为此， 我们走进成都

高校一探究竟。

镜头扫描

华中科技大学：

春游变募捐

■通讯员 赵睿 徐莉莎

“雅安地震牵动全国。 经商议， 决定将记者

团春游延期， 望大家谅解”。 4月20日， 华中科

技大学记者团团长熊少翀在QQ群

里发出了推迟春游的消息。

“我们支持。 ”“还是在校内组织

募捐吧。 ”记者团的成员们最终决定

将次日的春游改为募捐。说干就干，申请场地、租

帐篷、做募捐箱……

21日上午11时，团员们在学校3个人流量

大的路口进行募捐。 捐款的热心人士中，有

两岁多的男孩，也有校园内的送餐大哥。学

生记者也纷纷拿出平时攒下的稿费。

“请问各位同学宿舍里有没有保质期

内的药品？ ”除了爱心募捐，其他爱心活

动在华中大校园里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长江工商学院：

开展系列援助活动

■通讯员 狄奥 蓝静

21日晚，武汉长江工商学院百余名大学生

在学校综合楼前广场点燃蜡烛摆成心形，“雅

安不哭”的字样置于烛火之中，集体默哀一分

半钟。在现场，该校预科生来古色发是雅安人，

在这次地震中，他家的房屋被震裂，家人现在

都住在帐篷中。“相信政府会救助我的家人，家

乡人民一定会挺过这次灾难。 ”他坚定地说。

该校青年志愿者协会还在校内设点为雅

安灾区募捐和祈福签名。而此次募集的物资和

善款都会通过有效渠道送达灾区。此外还将设

立“雅安大熊猫救助基金”。

据该校团委书记吴艳介绍，该校正在组织

开展主题班团会、 收集祝福语等系列活动，还

将开展建筑逃生与急救知识等教育活动，引导

学生正确面对灾难，关心他人，关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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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晚， 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物电学院1102班学生点起爱心蜡

烛， 为雅安地震灾区同胞祈福、 加油。 单佳凯 朱延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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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热情与理性传递温暖

———雅安震后成都高校见闻

■通讯员 王义全 杨玉凤

张 剑 程 允

� 【检索词：4.20� 地震 惊慌】 �

� 今夜，注定难眠

紧张之下更要相互帮扶

“今晚一定不能在寝室睡了。 ”地

震发生后， 这是周扬帆脑海里的第一

个念头。来自安徽的他，是四川师范大

学广播影视学院2012级的学生。 他

说，“虽然参加过学校的防震演练， 但

第一次亲身体验仍然让人感到战栗。”

对于地震， 他并不掩饰心中的恐惧与

害怕， 待地震情况稍微稳定， 他和几

个同学便迅速赶往超市抢购了帐篷、

水、 食物等。

天色渐晚，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

到“帐篷族”。 面对不会搭帐篷的

“新邻居”， 周扬帆和他的好朋友张新

宇都会热情相助。 “面对灾难， 大家

都很紧张， 更要相互帮扶。” 张新宇

说， “这一夜， 我们在迷糊中醒来又

睡着， 太难忘了。”

4月20日， 对西南石油大学2011

级化工院的蒋崇颖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她在这一天度过了自己最惊心动

魄的20岁生日。“早上的震感十分强

烈，真害怕这是自己最后一个生日。 ”

蒋崇颖谈道，“所幸有这么多朋友陪伴

着，这个生日不仅不孤单，还很温暖。”

在蒋崇颖看来，这个生日最大的礼物，

便是教会她要更加懂得珍惜生命。

同样的夜晚， 在西南交大的球场

上，不少学生围坐在一起，他们自发组

织游戏，消除地震带来的恐惧感。艺术

与传播学院的张春蕾说，“地震会

让人变得神经兮兮，有时候连自己

的心跳都会被误以为是余震，

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做做游戏，是一种

很有效的缓解。 ”

然而， 在这次地震中仍涌现了不少

“淡定派”，他们则当起了“义务劝导员”。

在西南石油大学土建院， 一支地震应急

服务队迅速成立。 队长介绍，“不少省外

的学生没有经历过地震，心理比较脆弱。

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大家的人身、财

产安全，稳定、安抚大家的情绪，并及时

向辅导员及院党委反馈。 ”

经过难眠的一夜， 好不容易挨到早

晨， 每一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

感觉，没有了以往的喧闹，取而代之的是

一张张疲惫的脸。

� 【检索词：4.21� 网络 纪念】

� 微爱，传递美好

小爱汇聚成大爱

一个个印着“祝福雅安” 字样的孔

明灯冉冉升起， 一片片由蜡烛摆成的

“4·20” 图样闪耀微光……经历了地震

的惊慌不安，在成都的各大高校，这样简

单而温暖的祈福活动传递着正能量。

“祈福”、“加油”、“挺住”、“我们在一

起” ……这些词语瞬间成为成都高校学

子网络转发的热词。 西南财大2011级金

融专业的栗媛在微博上发布了祝福活

动，立即收到大量的转载和评论。 她说，

“四川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这次雅安地震

我们也能挺过去。 ” 同时， 她把自己的

QQ（网络聊天工具） 签名更新为：“雅

安，加油！ ”

在西南石油大学， 师生们纷纷通过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传递寻人启

事、发布灾区近况。该校校报记者团也在

新浪微博上开通“祈福，雅安”的微博圈，

号召大家奉献力量。

“4箱火腿肠、30瓶花露水、10袋卫

生纸、两箱消毒液、卫生巾和食用盐，1

箱蚊香，总价值约1700元。 ”在看到记者

团微博发布的捐赠通知后， 西南石油大

学校广播站的志愿们通过募捐， 将必需

品送到了新都区民政局和新都区慈善会

共同搭建的“4.20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接

收点”。

“明天，运输车就会来新都区，装载

完我们募集到的物资会直接送去雅安。”

工作人员的回复让大家放了心，这一刻，

那张攥在手里的包裹邮寄单， 更像是一

张沉甸甸的奖状。 广播站播音员巫梦一

说：“面对灾难，每一个人的小爱，汇集起

来就是大爱。 ”

21日下午，绵阳血站把采血车开进

了西南科技大学。“从网络上得知灾区供

血不足，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血站。 ”学校

一位负责人说。

然而，原计划从下午2点到6点的献

血活动一直延续到了晚上11点15分，共

计献血达500余人次， 创下了绵阳市单

天团体献血记录。“我的室友下午5点就

去排队，一直到9点才回到寝室。”未能献

血的李思瑾有些遗憾地说。

� 【检索词：4.22� 理性 希望】

� 守望，亦是力量

不能当“先锋军”就做“后援军”

在灾难面前， 不少高校学子的第一

反应就是奔赴前线。然而，是不是非要到

现场才叫救灾？理性地守望，哪怕就是转

发一次求助的微博，捐一份细小的爱心，

甚至静默地守在电视机前， 这是不是也

是一种力量？

“地震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前往灾

区做志愿者。 ”西南民族大学2012级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刘微说，“但学校发出了

一份倡议书，号召大家要科学救灾，有组

织地参加献爱心活动。 它让我明白在灾

难面前，理性比热血更加可贵。 ”

不让学生盲目地去支援， 是不是就

什么也不做？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

孙一平给了否定的答复， 不能当“先锋

军”，就做好“后援军”。他介绍说，学校充

分利用土木建筑等学科专业特色， 已经

组织好志愿者队伍，准备好各种器材，只

要灾区需要，队伍随时可奔赴灾区，对受

灾的桥梁和房屋进行损坏鉴定。

同时， 针对学校文法学院的社会工

作专业的学生， 学校也第一时间组织了

志愿者， 随时可奔赴灾区进行心理辅

导、 社区服务等。 “这两支志愿者队伍

在汶川地震时， 多次奔赴灾区开展志愿

者服务， 有着丰富的抗震救灾经验。”

孙一平说。

不仅如此， 学校也为灾区学生可能

来校进行异地复课做了准备， 在寝室床

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腾出300个床

位，随时可接受灾区学校来校异地复课。

“爱心救助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

号，它需要落实到理性的行动中。 ”四川

大学新闻学博士生李炜说， 应灾态度不

仅考验社会的成熟度， 也考验高校的成

熟度。盲目地凭着一腔热情奔向灾区，对

救援并没有帮助，还可能会添乱。

“做专业的救援，而非一厢情愿的热

情。”这似乎已经在成都高校学子中形成

了共识。 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相信，

守望，也能散发强大的力量。

【画外音】

这里不是震中，也不在一线，这里没

有遇难者焦急的呼救声， 也没有救援人

员奔波劳累的身影， 这里有的是一位位

高校学子对灾区的爱， 此种爱不会惊天

动地，气吞山河，但会绵延不绝……

夜幕降临，晨曦升起，愿这些点点滴

滴的爱可以汇集成海， 冲破这四月的阴

霾，谱写成新的人间四月天。

减少悲痛的底气所在

■陈燕婷

“我不哭， 我很坚强”， 雅安地震

中受伤小女孩的一组照片， 感动万千

网友。 那纯真坚强的微笑， 正是今天

中国面对灾难的表情。 面对突如其来

的地震， 人们在为灾区人民祈福的同

时， 收获更多的就是感动， 那些温暖

的画面， 给我们莫大的慰藉与希望。

爱、 勇气、 责任， 这是我们减少悲痛

的底气所在。

再过一些日子， 便是汶川地震5周

年了。 5年前， 在汶川地震中爆发出的

强大的精神力量、 非常营救中体现出来

的团结、 坚忍、 感恩， 使我们看到了

社会温暖有爱的精神， 如今， 同样的

精神正在雅安延续。

“每一次历史的灾难都是以历史

进步为补偿的。” 如果说5年前的汶川

大地震，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救援的

展开， 新闻媒体的报道等， 才逐渐揭

开其残酷、 无情面纱的话， 那么这一

次的雅安大地震， 无疑让国人第一时

间就想到了最坏的一面。 “整个中国

一跃而起”， 这是芦山地震后， 一个

国家面对灾难的姿态。 政府有力、 有

效的救援举措， 媒体及时充分的播

报， 更有无数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关切、 抒发心声、 提供建议。 不可

能每个人都在四川、 都去雅安， 但是在

互联网这个平台上， “人人都是雅安

人”。 而相比5年前的汶川地震， 在应对

灾难时， 社会和民众也变得更加理性、

成熟。 地震发生后， 网上很快就出了让

出成雅公路这一“生命通道”、 不要过

多挤占灾区电讯资源、 不要过多干扰救

援人员的理性呼吁。

“中国梦， 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

队’ 的一员， 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

书写者， 大家心往一块想、 劲往一处

使， 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

力量。” 对于雅安的人民来说， 中国梦

或许更为具体可感， 它是一张安稳的

床， 一碗热腾的饭， 一杯干净的水， 一

个坚定的眼神， 一只温暖的手……那

么， 从汶川到玉树再到雅安， 无论是自

愿降价出售食品的小店主， 还是免费发

矿泉水的老板娘， 以及雅安街头自愿献

血的人们， 都诠释着可贵的圆梦精神。

媒体及时通报救灾进展， 微博搭建寻亲

平台， “我们都是雅安人” 的口号背后

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人文情怀。

灾难是社会温暖和弊端的放大镜， 人

的命运的集合， 就是国的命运， 每一

次灾难背后都是对社会的重大考验。

雅安， 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名字，

这两天让全国人民为之牵挂。 “再大

的困难除以13亿， 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再小的力量乘以13亿， 也足以战胜一

切灾难！”， 汶川如此， 雅安更是如此。

“最美新娘” 披着婚纱现场报道灾情，

二十多家邻居抱团抢救废墟下的乡亲，

兄妹俩用手刨救出曾祖母， 灾区群众

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水送稀饭……这些

图景交织在一起， 就是越挫越强的

“中国式” 精神。

现在的雅安是一片站着的废墟， 但

是13亿人和雅安梦在一起， 传递的是关

怀、 温暖的正能量， 这不就是中国梦的

人文体现吗？

青春酷评

一位医学院教师的

抗震一天

■通讯员 何军 曹正

4月20日， 地震发生后， 成都

医学院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两支医

疗救援队。 当天上午十点， 以9名

共产党员为主的12人第一救援队，

乘坐救护车迅速赶往震中雅安芦山

县参加救援。 这是救援队队员何军

在地震后第二天写下的抗震日记。

时间： 08： 00

� � 我们成为第一个冒着危险下

乡巡诊的医疗队。

“农村虽然没有安置点受灾群

众那么聚集， 但外界和他们联系

少， 他们更需要医疗队。” 在第一

天的忙碌诊治和发药后， 带队的副

院长李正平认为， 县城的医疗队已

经饱和， 但是周边乡村仍有许多地

点需要关注， 村民们的心理也不稳

定， 大家应该把力量散开， 这样才

能救治更多的群众。

出发前， 我们就根据第一天的

经验， 打包好了白加黑、 阿莫西

林、 利巴韦林等20多种常用药，

约定了上午8点就出发。

然而， 我们没能准时出发。

一大早， 一位61岁的老人，

因为夜里余震， 吓得摔倒， 颈椎严

重受伤， 送到了我们医疗点处理。

骨科医生判断， 可能是颈椎错位，

由于没电力和手术设备， 医生对老

人初步做了固定， 只能送出去动手

术。

还有一位56岁的伤员， 是左

侧的一根肋骨骨折， 在经过用纱布

绷带外固定、 镇痛等治疗后， 我们

把他们一起送上了120救护车， 转

移到芦山县人民医院的分诊点。

忙完这些， 新场村村支书开着

三轮车到了， 他是来给我们做向导

的。 “我们村重伤了3个， 都转移

出去了， 但受伤和生病的， 还是有

不少。” 来不及放松一下， 医疗队

的两辆车迅速出发。

时间： 09： 20

应受灾群众要求， 我们兵分

两路进村巡诊。

路上， 村支书问李院长， 是否

能兵分两路， 去不同的村民小组诊

治。 李院长一口就答应了， 立刻调

整两辆车上的医生配比， 我被派到

新场村2组。

一到村民临时搭建的帐篷附

近， 闻讯而来的村民们立即将我们

围了个水泄不通。

80岁的黄贵林， 原本就瘫痪

在床， 地震时， 大家把他抢救了出

来， 安置在条件最好的帐篷中。 但

缺药， 成了灾民们最大的问题。

在村民们搬来的长凳和圆桌

上， 医疗队的临时诊室正式成立，

开始忙碌诊治、 开药。 一位老太太

说喉咙痛， 本来以为感冒了， 但经

过检查，才知道她被砖砸到了。董蜀华

医生初步判断是软组织挫伤， 问题应

该不大，但为了缓解老太太的紧张，董

蜀华还是给她按压了十几分钟。

两个多小时的巡诊， 我们看了

86位病人。

中途， 李院长打电话过来询问情

况， 得知情况安定的他说： “我们这

边一共有46个换药的， 70多个看病

的， 100多个检查的。”

中午12点半， 就在我们准备撤

离的时候， 村支书赶了过来： “我们

村地广人稀， 很分散， 下午能不能再

去两个村民小组？” 经过商议， 我们

决定下午继续进村巡诊。

一碗稀饭即是午饭。 饭后， 一夜

没有休息的董医生说： “我躺会儿。”

但她还没睡着， 医疗队又出发了。 下

午1点多， 两组人马继续兵分两路，

我所在的小组来到了新场村6组。

6组受灾不轻， 很多老房子的木

头柱子已经全部断裂， 即使是新盖的

楼房， 墙壁也已经全部裂开， 甚至整

栋楼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外伤， 这里

不少村民心理都有些莫名恐慌， 两名

日常关系比较和睦的妇女就因为琐事

吵起来了， 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

“应该是心理上出现了小问题， 她们

这两天夜里都很害怕， 几乎没睡着

过。 不过吵架可以宣泄她们紧张的情

绪， 不用担心。” 尚观胜医生说。

时间： 17： 20

受灾村民需要的不仅是药品，

还有倾诉。

治疗快结束时， 50多岁的廖启

康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的手腕脱

臼了， 肿得很高。 “那天地震， 屋顶

被掀掉了， 我怕粮食遭水淹， 就冲进

去把粮食全抢了出来。” “抢粮食，

不要命啦？” 我小声地质疑道。

但老廖及受灾村民的善良， 让我

动容。 他们把抢出来的粮食， 捐了很

多到镇上的安置点， “给部队的人

吃， 他们辛苦。”

看完最后一位因骨折卧床的病

人， 就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 我们

听到了村民们的嘀咕： “看看这秧

苗， 今年估计不会有收成了。”

小型梯田里的秧苗正是需要水的

时候， 但由于地震导致田基里出现无

数裂缝， 稻田里的水， 全部渗进了地

下河， 田里干干的。 几位大婶， 指着

田里的状况给医生们看， 有点忧伤。

知道村民们心中的郁闷， 我们决

定还是陪同着村民， 看了各家受损的

房屋， 听了那些几乎一样的故事。 因

为我们知道，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药

品， 还有倾诉。

“真高兴你们能来， 我们心情好

多了， 你看， 你们来， 乡亲们多热

情！” 村支书开心地说。 而在回程的

车上， 我们一行10人早就累得东倒

西歪了。

前线医疗队员心境摘录

李正平：作为一名60后，我是医

疗队年龄最大的。 看到队员们鞋子

湿了，还有的鞋底断了，我很心痛，

一直想着要给他们换一双鞋， 直到

在乡里看到有鞋卖， 我就坐着救护

车去为队员们带回了鞋子和袜子。

何军： 震后第二天是我31岁生

日，注定这将是一个特别的生日，虽

然没有亲人陪伴和蛋糕蜡烛， 但在

灾区度过生日更显珍贵。

聂正权：我是都江堰人，是汶川

地震的亲历者， 雅安灾区群众的经

历我感同身受。尽管我不是医生，但

我要做的就是安全、 快速地把所有

队员送往灾区， 把伤员第一时间送

往后方。

何秀娟： 灾区人民把粮食都拿

出来给我们，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他们总说你们是来救我们的， 是我

们要感激的人， 想到这些我内心充

满了感动和斗志。

张帅：“尽我所能， 免费就餐”

的标语让我深深感动，小店老板说我

们没有吃的无所谓，但不能饿了救灾

人员。 在灾区，像这样的感动不胜枚

举。

樊庆荣： 这次转运病人途中， 余

震不断， 道路艰险， 通讯不畅， 队员

们想尽方法与我联系， 我为在这样一

支团结互助、 精诚合作的医疗队感到

光荣。

尚观胜：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想， 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次地震中，

得到的远大于失去的。 女儿每天都抱

着爸爸的照片入睡， 这也是我一直能

坚持完成这次任务的重要动力。

严小虎： 当看到灾区人民辛劳自

救， 全国人民对灾区的关心和鼎力相

助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自信和勇气。

曹宗锐： 在运送病人路上， 不断

有山石砸到车顶时， 我心里想这次我

有可能回不去了。 但另外一个坚定的

声音告诉我， 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

而放弃灾区的大家。

华东交通大学：

利用网络募捐与祈福

■通讯员 王超林 昊宇

“预告： 明天软件学院学生会将在北区

展开募捐活动， 希望将募捐所得换成灾区目

前最迫切需要的药品、 食品……” 4月21

日， 一个名为“华东交通大学软件新闻” 的

微博在网络上发出募捐活动消息。

当天， 华东交大软件学院的募捐活动得

到了很多学生的支持与参与， 仅当天便募集

到8双鞋 （九成新）， 8盒药， 97件衣服，

2120元善款等。

除了在网络上发起募捐号召， 在微博、

贴吧、 校内论坛中涌现了大量为雅安祈福的

留言或网络贴。 在华东交大的校园贴吧中，

便有一条题为“雅安坚强， 让我们为灾区人

民祈福” 的帖子被置顶， 并紧跟着有上千条

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