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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0 新闻

民间救援队跨省抗洪三天救出 580 人
� � 7 月 5 日一早， 王树生坐上
了陕西曙光救援队从湖南返回
西安的车。 7 月 2 日凌晨从西安
出发前往永州抗洪前线开始，他
几乎没有合眼， 但是刚坐到车
上，王树生却依旧没有睡意。 陕
西曙光救援队是一支总部位于
西安的民间公益组织，南方多省
发生汛情后，他们在中国福利基
金会的调度下，和国内其他地区
的多支救援队前往一线参与抗
洪抢险。

5 日 8 时， 湘江归阳以上江
段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衡阳以
下江段仍超警 0.94-2.69 米，衡
山段超保 0.17 米，湘潭至长沙段
超保 0.32-1.05 米； 洞庭湖水位
34.58 米， 较 4 日 14 时洪峰水位
低 0.05 米；长江干流洪峰已过螺
山江段，莲花塘至大通江段超警
0.17-2.08 米；西江干流水位全线
回落，桂平至德庆江段水位超警
2.05-4.74 米。国家防总要求长江
防总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防
范退水期可能出现的险情。

老师保安商人组成的救援
队伍

王树生是 7 月 1 日深夜得
到通知要他带队前往湖南灾区
的， 陕西曙光救援队有一个由
43 名骨干队员组成的微信群，
每次需要出动， 都会最先通知
这 43 人，“我们还有一个将近
500 人的大群，但是里面大多都
是给我们捐款的爱心人士或者
参与后勤保障的人， 没有经过
培训，没有救援经验，是不能前
往灾区的。 ”

平日里，45 岁的王树生是咸
阳纺织集团安保部的一名保安，
2009 年，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曙
光救援队。 这支救援队的成员来

自各行各业，老师、商人、公务员
都有，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但是
得到救援指令就会出动，秦岭鳌
太线穿越驴友失踪、2016 湖北洪
水他们都曾经前往救援。

“偶尔出任务的时候会和单
位请假，好在单位和家人比较支
持。 ”王树生说，这次前往湖南永
州灾区的一共有 13 名队员，但
是并不是每个队员都会被理解，
“我们队里 50 多岁的肖建军，这
次出门没告诉他爱人，后来在电
话里就被责备了一顿。 ”

前往湖南，13 名队员一共开
了 3 辆车，车上还带着 3 艘充气
橡皮艇，这 3 艘橡皮艇全部来自
爱心企业的捐赠， 价值在 10 万
元左右。

三艘橡皮艇救出 580 多人

王树生一行是 7 月 2 日下
午 5 点左右到达长沙的， 随后，
根据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安排，他
们从长沙前往永州市白水镇，并
在当天晚上 12 点左右到达。

“当时镇子周围的很多村
子都被水淹没了， 水已经涨到
了二层楼的高度， 许多村民都
被困在了家中，没有食物和水，
当时是深夜，而且已经停电，所
以救援难度很大。 ”王树生说，

“一到现场我们就开始施放橡
皮艇准备救人， 当时当地的消
防已经出动，不过人员有限，而
且只有一条冲锋舟， 我们就赶
紧补充了进去。 ”虽然请了当地
的村民做向导， 但是当橡皮艇
进入洪水区域后， 依旧让人辨
不清方向， 队员们只能拿强光
手电进行照射前进， 岸边的人
们则用闪烁灯进行标记。 当晚，
他们一共从被洪水围困的区域
运送出了 79 人。

7 月 3 日天亮后，顾不上休
息，他们继续营救被困村民。 46
岁的队员吴江是西安临潼中学
的一名老师，在救援队里，他是
橡皮艇的操作手， 为了让自己
的技术更专业， 他几年前自费
参加了国际搜救教练联盟水域
搜救指挥官培训，即使这样，在
遇到突发险情时， 他依旧有些
紧张。

“7 月 3 日在水中转移居民
时，赶上上游突然涨水，当时船
是逆着水在行驶，因为橡皮艇马
力小， 所以被水冲着往下走，我
只能开足马力顶着水流，足足有
十几分钟船硬是没动地方。 ”吴
江说，“但是一旦失去动力，橡皮
艇就会被冲走， 橡皮艇很轻，那
样随时就会被冲翻， 我水性还
好， 但是当时船上还有几名村
民，所以心里特别紧张。 ”好在随
后水流有所放缓， 吴江采用“S”
形路线行驶，将村民安全送到了
岸边。

据 5 日凌晨曙光救援队撤
出永州时统计，他们的三艘橡皮
艇一共从洪水中转移了 580 多
人，被转移的大多数都是妇女儿
童还有老人。 在对白水镇 7 个村
进行排查，确保每一户灾民得到
妥善安置后，陕西曙光救援队向
湖南省防汛指挥部及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汇报，得到命令可以
撤离灾区。

“不图回报就是追求成就感”

这次出动参与抗洪，曙光救
援队是接到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的指令而进行的，和以往救援需
要依靠自费不同，这一次他们的
燃油费、过路费等花费，可以通
过中国福利基金会来报销。

从 2016 年开始，中国福利基

金会开始与陕西曙光救援队等
地方上的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合
作，遇到重大灾情，基金会提供
资金和信息等支持，民间公益组
织则前往灾区进行救援，补充正
规救援力量的不足，同时，基金
会还会给救援队内经常参与救
援的骨干成员购买意外险。 中国
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北京
青年报》记者，这次洪灾来袭，他
们紧急启动救灾救援响应机制，
成立前方救援指挥部和后方信
息平台， 统一调度绿舟救援队、
曙光救援队、菠萝救援队等伙伴
机构增援湖南灾区，累计转移受
灾群众近千人。

平日里，救援队参与驴友徒
步失踪、人员落水、地质灾害等
项目的救援，需要的装备也较为
专业，而且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救
援，都是需要救援队自己解决费
用的。 虽然在陕西省民政厅注
册， 但是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救
援队并不会得到财政补助，“很
多人传言救援队的人都是‘土

豪’，有钱自费搞救援，但实际上
我们这些队员都是平日会为
1000 元发愁的普通人，每次救援
需要费用，大家都会你 50 我 100
的凑，人一多其实也就够了。 ”王
树生说。

队员刘旭的手机里存着一
张抱着一名几个月大的孩子的
照片，这张照片是 7 月 4 日，他
从洪水中救出这名孩子后，孩
子的母亲要求拍的。 当时，洪水
已经将这对母子围困在家中两
天， 救援队的人乘船赶到接出
了他们。

“孩子的母亲当时一定让我
抱着孩子拍下这张照片，说是要
永远记住曙光救援队。 ”刘旭说，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很多周围
的同事还有学生都问过我，说我
们参加这样的公益救援组织，没
有钱还危险，图的是什么，其实
看看这张照片就明白了，可能就
是想要一种帮助别人之后单纯
的心理满足感。 ”

（据《北京青年报》）

我叫孙子拉尾， 来自大凉
山，喜欢打球。

我叫陈梦涵，来自北京第一
实验小学，喜欢弹钢琴、唱歌、画
画。

我叫……

7 月 10 日，在北京精诚实验
小学和平里校区的一间教室里，
21 个来自大凉山的孩子和担任
“蓝蚂蚁志愿伙伴”的 22 个北京
孩子用画笔写下自己了自己的
个人介绍。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拿着
自己的“名片”互相认识，并在自
由选择的基础上结成了对子。 由
此，“大凉山—北京”精诚公益夏
令营正式开营。

此次夏令营由北京精诚教

育集团和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
展中心联合举办。

据精诚教育集团董事长王
国欣介绍，精诚参与大凉山彝族
公益活动由来已久， 早在 2002
年就承担了联合国计划发展署
项目，资助大凉山的学生。 2014
年 7 月， 精诚与壳牌志愿者协
会、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携手举办首届“大凉山—北京”
彝族失依儿童公益夏令营。 2016
年，北京精诚教育集团根据爱心
学校的需求，设立“大凉山—北
京”精诚奖学金项目，用爱温暖
大凉山的孩子。

据介绍，夏令营期间，孩子
们将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近距
离感受国旗的庄严与神圣。 游览
故宫博物院，感受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 攀登八达岭长城，亲身体
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 参
观中国航空博物馆、 中国科技
馆、国家大剧院，行走在科技、军
事、艺术、历史的知识旅程。 走进

未来网， 体验新媒体的影响力。
观赏奥运水立方、鸟巢，与奥运
名人座谈，感受奥运“更高 更
快 更强”精神。 凉山的孩子们
还将和结对子的孩子一起度过
一个美妙的“蓝蚂蚁志愿伙伴”
志愿家庭日。

此次活动总策划、精诚教育
集团副总裁宋维萌表示，通过这
一活动的实施，将探索一种全新
的公益游学研学模式。 项目组将
持续关注这些孩子们回到各自
的生活、学习环境之后，将带给
学校及社群哪些影响和变化？ 这
一公益游学研学模式能否推广？

“我们期望在集体生活中
培养孩子们自我管理、 团队合
作、情感融入、心理疏导、自信
心建设、学习方法技能提高、美
德素养提升等综合能力。 同时，
通过北京蓝蚂蚁志愿伙伴与大
凉山孩子共同参与， 拉近城市
孩子与乡村孩子的距离。 ”主办
方强调。 （王勇）

大凉山孩子走进北京公益夏令营

北京，我们来了

救援队在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