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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志愿精神：星星之火燎原中国
■ 翟雁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
里氏 8 级特大地震，地震严重破
坏地区超过 10 万平方千米，其
中，极重灾区共 10 个县（市），较
重灾区共 41 个县（市），一般灾
区共 186 个县（市）。 地震共造成
8 万多人死亡，37 万多人受伤，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
的地震，也是继唐山大地震之后
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然而与唐山大地震不同的
是，全国人民第一次万众一心、
自愿自发地为了一个共同的救
灾目标， 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
和身体力行地提供志愿服务，
巨大的社会资本在短时间内汇
聚灾区。

因为 5·12 大地震，“我们都
是汶川人”！ 中国志愿者首次集
中亮相灾区：他们也许是百货商
场的售货员、学校里的清洁工和
工厂的技术工人，也许是医务工
作者、社会工作者、在校大学生，
还可能是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
业主。

大地震发生后， 他们中的
很多人向单位请假， 目的是为
了奔赴灾区， 去救助素不相识
的灾区群众 ; 他们中的大多数
没有医疗、心理救助、救援等专
业技能， 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 有的人在危险路段护送
灾民，有的人收发救灾物品，有
的人给灾民们送饭送水， 还有
人在医院照护伤员， 他们用爱
心做着最琐碎的事。

尽管灾区生活艰苦、余震不
断，但百万名志愿者却仍然活跃
在灾区， 令世界为之震动瞩目，
被灾民称为与解放军一样“最可
爱的人”。 因此，2008 年被称为
“中国志愿者元年”。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来自社
会的救灾捐款捐物 762 亿元 (其
中捐款 652 亿元)，打破了新中国
捐赠史上的记录。 有 491 万名志
愿者直接参与了 5·12 救灾志愿
服务，其中，共青团四川团省委
在救灾期间共接受了 118 万名
志愿者报名，他们中有组织派遣
的志愿者 18 万人，其他 100 万人
均为公民个人; 而来自民间组织
和其他无组织的志愿者超过 300
万人。 如果以人均志愿服务时间

80 小时来计算， 则推测 5·12 救
灾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时间约 4
亿小时，按照当年全国人均工资
计算， 志愿者为 5·12 救灾直接
贡献价值约为 58 亿元。

为什么 5·12 大地震唤醒
了中国志愿者？

2008 年 5 月 20 日， 我在南
都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下来到
四川灾区，开展“512 救灾志愿服
务调研”项目，与惠泽人课题组
老师们一同历时半年与上百名
救灾志愿者和十几家参与救灾
的社会组织进行现场访谈，亲身
感受了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生命
之躯所散发的强烈的志愿精神。
我们的调研从灾难与志愿精神
开始：

1976 年 7 月 28 日 3 点 42
分，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发
生里氏 7.8 级地震，造成 24 万多
人死亡，16.4 万人重伤， 其死亡
人数是汶川地震的三倍。比 5·12
汶川地震更为惨烈的“7.28 唐山
大地震”，为什么没有像“5·12”
这样全社会自发参与救灾捐赠
与服务? 众所周知，1976 年的中
国正处在重大转折时期， 周恩
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国家领导
人相继去世，坚持以“阶段斗争
为纲”的文革尚未结束，人民生
活处在赤贫之中。 那个时候尚没
有互联网信息化工具，中国社会
也处在碎片化状态，社会组织缺
失， 公众没有参与的意识和路
径。然而“7·28 唐山大地震”也成
为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催化
剂，唐山人民在抗震救灾和重建
家园中所凝结的“抗震精神”—
互助、团结、坚强和奋斗的精神
内核，也成为后来像“唐山十三
义士”举债救灾等众多唐山人参
与“5·12 汶川地震”救援的志愿
精神的写照。

2008 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
放三十年之际， 我国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的转型与
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十年
所积累的能量与社会向善的力
量，已经在中国大地蕴育，就像
蓄积热情的火山，等待喷薄而出
的机遇。 首都北京成功申办第

29 届世界奥运会和残奥会，政
府从 2006 年开始自上而下地倡
导和推动奥运会赛会与城市志
愿服务， 促进了志愿服务的兴
起。“5·12”汶川大地震，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为中国志愿者提
供了难得的舞台和空间，新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吹响了志愿者集
结号，上下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志
愿力量，将中国社会建设推向一
个崭新阶段。

什么是“5·12 志愿精神”？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志
愿者在第一时间深入汶川灾区
发送无线电信息通报灾情，如果
没有出租车和私家车自发组成
的车队为灾区运送物资和人员，
如果没有志愿者在废墟和塌方
的山体下搜救和搬运伤员，如果
医院、救护站里没有志愿者照护
和协助，如果安置点没有志愿者
维持治安、分发救灾物资，如果
痛失孩子的父母、丧失父母的孤
儿、失去亲人的人们没有志愿者
的爱心呵护与心理援助，如果帐
篷里没有志愿者陪伴儿童的读
书声，如果灾后重建没有志愿者
参与……如果“5·12”赈灾没有
志愿者，汶川及 180 多个受灾地
区会怎样?上千万的灾民会怎样?
中国的社会发展会是怎样? 人类
的发展又将如何?

是什么，让人们自愿、无偿、
为了他人和社会公益的目标，去
奉献和服务呢? 驱动志愿者义无
反顾地奉献社会的精神内核是
什么呢?从“7.28”到“5·12”，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志愿精神的崛起
与进步。

首先是团结互助的人类共
同体意识。 如果说“7.28 唐山地
震” 让唐山人民有了团结互助
的意识，在“5·12”大地震来临
之时， 他们与全国百万志愿者
一起奔赴汶川，因为“我们都是

汶川人 ! ”许多志愿者都是在去
四川的火车上相识， 并结为临
时志愿者团队。 原来的单个个
体， 因为共同的公益心愿而凝
结为一个整体， 由此也就不约
而同地有了如此大规模的集体
志愿行动。 而十年之后，在我重
回四川之时， 我看到四川人民
心怀感恩与尊重，他们对自然、
对人和生命的敬畏， 他们的友
好与真诚， 构建了更加和谐稳
固的社会基础。

第二是公民责任与参与意
识。 虽然一些志愿者凭借一时冲
动来到灾区，但是当他们找到有
需要服务的岗位时，当他们看到
百废待兴时，他们心中油然升起
的社会责任感，从来没有这样让
他们意识到个人的社会价值。 许
多志愿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谈到，
原本只是想帮一下忙就走，但是
与灾区的人们结下了感情，而如
果我走了，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和
支持他们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对
这个社会必须要负有的责任，我
不能走。 在救灾之前，他们也许
还在顾及个人得失， 而此时，他
们成为肩负社会责任的公民。 十
年之后，我有幸再见当地的一些
志愿者，他们大多成立并运营着
专业化社会组织，成为公民责任
领袖，是当地促进志愿者参与社
会治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重要
社会力量。

第三是跨界信任与合作精
神。 大灾面前，有序有效的专业
化救援是政府的第一责任。“5·
12”四川和各地方政府依托民政
等有关部委和共青团组建了社
会协作组织，协调和调动企事业
单位、基金会、民间组织、志愿者
团队和个人有序参与救灾活动，
特别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
机制，在“5·12”救灾中展示了非
凡的成效。 而在这种上下左右跨
界合作中所发生的社会治理新
机制，所产生的战友式的信任与

协作，也成为“5·12”后时代的社
会建设的重要遗产和四川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模式。

第四是规范与专业精神 。
“5·12”救灾志愿服务，经历了
井喷式志愿浪潮中泥沙俱下，
经历了混乱无序与“添乱”的过
程。 然而正是这样的洗礼，锤炼
出“5·12”专业志愿精神，培育
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化救灾组织
和志愿者团队， 成为中国救灾
志愿服务先锋。 当初参与汶川
救灾的志愿者中， 有许多已经
成为国家救灾专家和民间救援
机构领军者， 他们身上凝聚着

“5·12”专业精神，是中国救灾
领域中的宝贵财富。

第五是公益事业与社会治
理创新精神。“5·12”造就了中国
新一代公益社会组织和志愿领
袖，极大地促进了公益事业的整
体建设与发展。 特别是中国进入
新时代的社会转型阶段，从事公
益服务的第三部门的崛起，为公
民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治
理和社会创新，提供了难能可贵
的新范式。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5·12”
志愿精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国
家从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加大
了投入和保障， 并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志愿服务条
例》， 并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促
进志愿服务发展，成立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和基金会促进行业
发展。 每年有上百万家志愿服务
组织和近 7000 万名志愿者活跃
在全国各地，他们每年通过志愿
服务贡献价值超过 500 亿元。 而
我国的救灾志愿服务，已经通过
参与国际灾害救援走出国门，成
为中国志愿精神的重要体现。

“5·12” 志愿精神的星星之
火，已经燎原全中国大地。

（作者系北京惠泽人公益发
展中心创始人、北京博能志愿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

地震后树立的标语牌上写着：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地震后在安置区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