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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四川灾区的几个集中安置点，发现

那里的临时党支部、管委会非常“管用”，物资

收发、生活后勤、清洁卫生、保安维护，等等，

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临时党支部、管委会

的成员是由安置点群众自己从乡亲中选出

的。当地干部说，群众自管自理，有问题及时

发现，大伙儿商量解决，做得更细、更活、更有

针对性，很好地配合和支持了政府部门工作。

据了解，四川灾区所有的受灾群众集中

安置点都建立了临时党组织和群众自我管理

组织。

受灾群众的自管自理，在安置中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置点就是一个社区，成

百上千的来自不同乡镇、村组的人一起生活，

而且要度过几年时光，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事情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层出不穷，基层干部

要包办解决这些问题，肯定是不现实的。拿大

家关心的救灾物资的接收发放来说，纪检、监

察、审计部门派出的干部再多，要想“盯”住每

一箱方便面、每一瓶矿泉水，也是很困难的。

在发放点张榜公示，群众自己保管发放，整个

过程随时可以让人看让人查，就可以有效监

督，保证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还可以避

免浪费。

自管自理，是基层民主的体现，是受灾

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

长足进步，深得群众认可，已经成为习惯。受

灾群众安置、灾后家园重建的过程中，需要

同步建设好基层民主，实行好基层民主。

自我的管理、服务、监督，核心是群众的参

与。重建不能缺少群众的参与。通过有效的参

与，受灾群众可以为规划决策建言献策，监督

项目的资金使用、工程实施，确保重建的质量。

比如帮助受灾群众安居，规划、选址、建设，都

要听取受灾群众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

和生活习惯。有的地方同时公布几套新居的外

观、户型设计方案，让大家选择，这种做法就解

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不仅要听取受灾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还要想办法引导、支持他们自己动手，通过自己的劳动，

自己辛勤的汗水，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发挥当地劳动者的资源优

势，在一些基础性工程招聘灾区群众来做，援建单位就可以减少投

入，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技术环节。

受灾群众参与重建，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积累，更

为重要的是，这将给他们送去莫大的精神慰藉，让他们在重拾信心、

恢复生活热情的同时，真切地体会到，恢复

美好家园，自己也正在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

作用。

可以相信，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实施

“参与式”重建，会促进灾后重建工作的顺

利开展，也会为新家园的和谐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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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记者来到位于马尔康城中
心的阿坝州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
该楼顶层的办公室静悄悄的，夕阳余晖从
窗户斜射，照在几位平静值班的工作人员
身上，也照在被地震震裂的墙面上。大地震
发生后，汶川、理县、茂县境内交通、通信全
面中断，传不出一条信息、打不通一个电
话。一时间，这

#

个“孤岛”成为全中国关注
的焦点。但是，一条条救命的信息，却从这
里传向外面。
“当时拥挤的人群几乎

$%

小时把这里
围得水泄不通。”阿坝州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吴刚说，“要信息啊，人命关天
的信息。”他向记者讲述地震发生当天的经
历：“手机、固定电话这种最便捷的现代通
信设备失效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开启了电
台联系。”

大地震来临时，吴刚和同事们正在这
个办公室值班。震感强烈，但他们并没有跑
下楼，而是跑到了楼顶。“下楼没时间了。”
几分钟后，他和同事们回到办公室，急忙用
手机、固定电话向外界联系。结果发现，汶
川、理县、茂县、小金、黑水完全失去音信，
手机、座机都打不通。
“用电台联系！”吴刚下了命令。这个电

台是州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与各县护林
防火办公室联络用的。每年

&

月
#'

日前，
护林防火警戒期内，指挥部每天定时开启，
各地通报当天林区防火信息。设定的每天
#

次定时开启时间是：
'(

时、
'!

时、
$$

时。
这天，他们提前在

'&

时
$(

分开启了电台。
他们焦急地等待灾区的呼叫。

'

分钟，
$

分钟，
#

分钟……“有了！”终于在
'&

时
&(

分，理县电台传来微
弱的呼叫：“理县强烈地震。有房屋垮塌……紧急救援！”然后，信
号中断！

'(

多分钟后，理县电台又有信号，这次听出来是理县护林
防火办公室主任周光荣的声音：“地震……房屋倒塌严重……”
拿着理县的灾情报告，吴刚马上给州护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
州林业局局长严跃报告，信息即刻报告给州政府。这是阿坝州政
府接到的第一个来自地震灾区的报告，时间是

'!

时
("

分。
一时间，护林防火指挥部成了联系震中地区的重要纽带，狭

窄的电台室和走廊挤满了人。工作人员不停地送来指令，取走信
息；老百姓焦急地围着电台，希望获得灾区亲人的消息……

从当晚开始，吴刚和同事们几乎没离开电台一步。沙哑的声
音里，救援信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指挥部指令一条条传下去。在护
林防火指挥部，记者看到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

月
'$

日至
'"

日这
段通信不畅的日子里，他们通过电台发出的信息情况是：求救信
息

%&"

条；领导指示
#!

条；救灾传真
$

次（口播）；其他部门救援信
息

'#

次；气象专项（飞机空投）信息
)

次；帮助部队转发信息
&!

次；为其他单位了解灾情
!&

次。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四川日报提供）

守望相依 中华同心
———港澳台同胞救援汶川地震灾区纪实

新华社记者 茆雷磊

&

月
'$

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满目疮痍的灾区、数万人的罹
难如火一般烧灼着港澳台同胞的心。

从香港到澳门，从澳门到台湾，
爱心把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华儿女
凝聚起来。不分彼此，手拉手、肩并
肩，共同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

香港：“抗震救灾行动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

·
'$

”汶川地震当晚，香港特
区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示，将提供一
切可行协助。香港同胞在积极向灾
区捐款捐物的同时，还组织多支搜
救及医疗队伍奔赴灾区前线。

&

月
'%

日一天之内，香港即有
#

支搜救及医疗队伍出发赶赴灾区
参与救援。其中包括由

$(

名消防员
和救护人员组成的香港特区搜救
队、一组

$(

人的消防救援队伍以及
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疗筹备小组。行
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对队
员们说：“你们代表香港广大巿民，
肩负着将港人的关心带到灾难现场
的使命。”

香港的医护人员一抵达灾区，
就立刻开始了高强度的工作。在手
术台上，他们忘我工作。“太太来电
话让我注意安全时，才知道余震的

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威尔斯
亲王医院骨科医生梁国穗说，“但
我们都说，只要在手术台上，即使
再大的余震，也要坚持到底。”

香港搜救队
&

月
'&

日上午
赶到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后，马上
展开救援和搜救工作，当天就冒雨
在瓦砾中找到

&

名遇难者遗体。
继这

#

支队伍之后，香港飞
行服务队也于

&

月
'*

日抵达灾
区协助救灾。这支专业救助团队
从进入灾区的第一天起，就忙着
用直升机运送伤员、搜救山区被
困民众、运送救援物资……

$(

多
天里，香港飞行服务队不畏艰险，
共出动

$!

次，救出
"!

名灾区民
众，运送

''"

名救援者前往灾区。
“参与国家的抗震救灾行动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有
需要，香港飞行服务队愿意随时
再赴地震灾区。”在回到香港后，
飞行服务队总监陈志培说。

澳门：“在危难面前再

次展现团结互爱之情”

澳门这座仅有
&(

万人口的小
城，在地震发生后，展现出全城一心
倾力救助同胞的深情挚爱。

一支由
$(

名志愿者组成的澳
门特区政府医疗救援队，

&

月
$#

日
飞抵四川地震灾区，包括

'(

名医生
和

'(

名护士。
在灾区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医

疗救援队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重症监护室、骨科、肾内科、手术室等
科室为灾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此
外，他们还前往灾区一线巡诊，并和
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表示，澳门医疗救援队
队员的敬业精神、高超医术、严谨作
风和谦虚态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月
#

日，这支医疗救援队在顺
利完成任务后返回澳门。澳门特区政
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在欢迎仪

式上说，澳门医护人员积极申请前往
灾区参与救援工作，已有逾

&((

名医
护人员报名。特区政府将继续积极提
供医疗救援服务及物资支持。

!

月
'(

日下午，澳门特区政府
第二支医疗救援队及随行的一批医
疗物资乘包机抵达成都。

''

名医生
和

'(

名护士一下飞机立即赶往灾
区南充进行医疗救援。

澳门《市民日报》专题文章说，
中国人在危难面前再次展现团结和
互爱之情。

台湾：“将
$#((

万人

的爱心带到大陆”

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台湾，有
着丰富的抗震救灾经验。汶川地震发
生后，岛内民众慷慨解囊，积极提供
搜救和医疗援助，两岸同胞心相连、
手相牵，共同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台湾红十字救援队
&

月
'!

日
下午从台北飞抵成都，次日即开始在

地震重灾区绵竹市以及汉旺镇展开
搜救。这支由

''

位消防人员、
"

位台
湾红十字组织成员及

'

条搜救犬组
成的救援队，不惧危险，一丝不苟地
用探测仪搜寻废墟下的生命迹象。

#

天紧张的救援工作中，他们不曾放弃
任何可能的救援机会和手段。

这支救援队创下了台湾民间首
次组织救援队参与大陆救灾的历
史。正如救援队领队欧晋德所言，
“将台湾

$#((

万人的爱心带到大
陆”、“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是他们
此行的目的。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精
良的仪器、丰富的经验，更是台湾同
胞对大陆同胞的深情厚谊。

台湾红十字医疗队一行
#*

人于
&

月
$(

日下午抵达成都，一下飞机
就携带着重约

$+&

吨的医疗器械及
药品，赶赴重灾区德阳市开展医疗救
治工作。从

&

月
$'

日到
$%

日，医疗
队不顾余震险情，一次次以崇高的人
道主义精神和高超的医疗技术为灾
区人民进行救治，共计诊治

%*!

名受
灾群众，对数十位老人、儿童进行了
健康检查，施行了一例气胸手术、两
例骨折手术和一例头皮缝合手术。

两岸同胞在灾难面前互相扶持
的感人篇章将永载两岸关系史册！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金珠玛米是我们的大救星
———空军赴理县抗震救灾官兵全力救助藏族同胞纪实

郭 嘉 申进科 张子影

“解放军是我们藏族群众的大
救星！”记者在受灾严重的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理县藏区采访，听到最
多的就是这句纯真质朴的话语。

自
!

月
#%

日以来，空军赴理县
抗震救灾官兵积极当好藏区的抢险
队、工作队和宣传队，足迹踏遍了每
一座高山，把一份份大爱送给了身
居高原的藏族同胞。

用生命挽救同胞生命

“解放军今天舍身忘我的抢险
行动，与两个多月前‘藏独’分子打
砸抢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谁是
谁非，我们心里有杆秤！”甘堡乡党
委书记黄晓渝至今难忘那刻骨铭心
的一幕幕。

!

月
#%

日上午，空军雷达某团
团长张肇荣和副政委赵方带领

&'

名官兵从驻地出发，赴阿坝执行换
班任务。下午

%

时
%$

分，小分队行
至距理县县城

(

公里的甘堡乡日底
村时，大地震发生了！
“快！快！快！全力挽救藏族同

胞的生命！”张肇荣迅速集合队伍，
用最快的语速进行战前动员。

废墟中，官兵们很快把
%"'

多个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全速向理县县城开进，了解

灾情、请领任务！”张肇荣果断作
出决定。小分队官兵安顿好群众，
冒着不停滚落的山石，奋战数小
时，打通了通往县城的道路。

!

月
#(

日
)

时许，成空领导
指示：把抢救藏族同胞的生命放
在第一位。在官兵的全力救援下，
%!

名藏族伤员得以及时脱险，
!"'

名藏族群众得到安全转移。

让藏族同胞衣食无忧

!

月
#$

日，小分队接到藏族
同胞求援：理县主要供水管道爆
裂，全城供水中断。张肇荣命令营
长周尔富带领小分队立即出动，

徒步奔袭
#'

公里到达打色尔村。官
兵们看到：半山腰直径约

('

厘米的
供水主管道，多处被巨石砸破，落在
河中。周尔富一声令下，官兵们跳入
冰冷的雪水中，卸的卸、扛的扛、抬
的抬……经过近

#'

小时的艰苦努
力，

&''

余米的供水主管道全部修
复。当晚，理县县城全面恢复供水，
藏族群众奔走相告：“解放军让我们
有水喝了！”

!

月
%#

日，空军政委邓昌友乘
直升机抵达理县甘堡藏寨。刚下飞
机，他就听到官兵们急切地反映，附
近

"

公里远的扎古脑镇农家乐乡克
增村，一名怀孕

*

个月的藏族妇女
被砸断颈椎，便决定将这个名叫仁
真的孕妇伤员抬上直升机。
“马上通知机场，迅速做好救治

准备。”直升机上，邓昌友见仁真口
吐白沫，非常着急。

望着一张张关切的脸，仁真的
丈夫余剑强、妹妹捌尔姆含泪说：
“感谢金珠玛米！感谢金珠玛米！”

!

月
%%

日下午，成空政治部主
任龚德宏带领

(

架直升机满载救灾
物资在甘堡藏寨附近降落。

当官兵们把一顶顶帐篷、一包
包衣被、一箱箱食品交到群众手中
时，甘堡藏寨的同胞泪流满面地高
喊着：“感谢胡主席！感谢共产党！感
谢解放军！”

架起党中央和藏区连心桥

大地震造成交通和通讯中断，
使理县一度成为“信息孤岛”。
“一定要让这里的藏族同胞早

一点听到党中央、胡主席的声音！”
空军主要领导对空军政治部文化工
作站提出明确要求。

!

月
%$

日，在成空政委贾延明
的带领下，空军政治部文化工作站
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赶赴藏区，安装
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和发电机。

几名专业技术人员一下车，便
争分夺秒地开始安装调试。一个小
时后，伴着发电机的轰鸣声，一台
&%

英寸的液晶彩电出现了中央电
视台的清晰画面。随后，几乎全乡的
群众全拥到这里，当藏族同胞目睹
胡主席深入灾区慰问群众的身影，
眼睛都湿润了。

"

月
&

日，空军官兵得知：甘堡
藏寨一座嘉绒藏族民间博物馆，主馆
大部分垮塌，剩余部分也严重开裂倾
斜，十分危险。
“维护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

群众风俗习惯责无旁贷！”当官兵们
小心翼翼地捧着千手观音等文物来
到安全地带时，久已等待在这里的
数百名群众大声欢呼，他们面对这
些传世、传家之宝流下了热泪，纷纷
上前伸手触摸。

地震过后，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互帮互助，生产自救———

映秀，走出废墟踏新路
本报记者 余荣华

秀美的岷江与支流渔子溪汇
合，在两岸青山的迎送下转了一个
弯，犹如一个年轻的姑娘含羞扭头，
向南奔去。岸边是一个美丽如画的
小城镇。

这是
&

月
'$

日前的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切都已不再。

站在映秀镇渔子溪村的山头上
向下望，岷江边满目疮痍。村党支部
书记蒋永福悲伤难抑，眼含泪花。和
映秀镇其他村一样，渔子溪村的房
屋几乎全部被毁，损失惨重。

但在他的身后，一片蓝白相间
的活动板房和黑黝黝的油毡房已经
兴建，再远处，山间未塌方处绿色的
庄稼长势喜人。

村里废墟旁一块“抓好受灾群
众安置，恢复生产促进发展”的木牌
特别醒目。在渔子溪村，在整个映秀
镇，党员干部正带领群众互帮互助，
生产自救。

汶川映秀，眼角的泪花尚未拭
去，已经重新上路。

灾难前，党员干部站出来

&

月
'$

日下午，一阵山崩地裂
之后，映秀沦为废墟，百姓惊慌失
措。幸存的人们聚集在球场坝和棲
木林，映秀镇的自救从此开始。在交
通中断的各村，自救也同时展开。
“灾难面前，党员干部必须站出

来。”映秀镇党委副书记徐红军说。
黄家村哗啦啦地下起了雨。党员干
部带领群众自己动手搭建彩条布帐
篷，二组长邹学琴和村民们把各家
各户准备用来收油菜籽的彩条布凑
在一起，铺在临时搭起的木架上。

渔子溪村供水系统在地震中彻
底震坏了。头几天，党员干部带头去
找能喝的山泉水。半个月后，外援的
水管运到，村委会主任马道辉领头，

党员干部和群众与部队官兵合作，
手提肩扛把水管、水泥沙石运到四
五公里外的麻柳沟。

&

天后，
*''

多
乡亲喝上了干净水。

映秀镇的党政班子中
#

人遇
难，

#

人重伤。汶川县及时充实了映
秀镇的党政班子，灾后重建、生产自
救的重任也压了上来，新班子像上
了发条般连轴转。

在黄家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临
时办公帐篷里，贴着一份支部党员
缴纳“特殊党费”的清单。党支部书
记连富强指着捐款最多的一个名字
介绍说：“这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党
员。妻子和女儿都遇难了，只剩下他
和儿子相依为命。”

连富强自地震以来，半步没有
离开过映秀镇，在外念书的两个儿
子地震后失去联系，他也无暇顾及，
幸好几周后等来了报平安的电话。
“党员干部这个时候就要用行动给
群众打气。”

活下去，有希望就有未来

今年
*(

岁的老农尚万寿这辈
子没遇到过这样的天灾。“大半辈子
积累下来的东西都没了。”家里的饭
碗菜盆，从废墟中只挖出来

$(

多个
完整的。

老尚家这些经历震灾的碗盆，
如今天天和邻居家的碗筷瓢盆凑在
一起。地震后至今，映秀镇各村各组

都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个“小食堂”，
粮食蔬菜炊具餐具大家凑；到饭点
了，有人淘米、有人煮饭、有人烧火、
有人炒菜……

互帮互助让百姓在残酷的地震
灾害前感受到温暖，寻找到希望。

藏族女子马道芬的邻居连富兰
在地震中腿受了伤，缺医少药。为
此，她留了下来，每隔两三天就翻山
越岭去为连富兰取药。“留下来，还
能为重建做些事情。”

余震不断的那些夜里，睡在帐
篷里不时能听见远处山石滚落的声
音，年龄稍大的孩子就安慰年龄稍
小的：“那是在放鞭炮呢。”

外来救援很快到来，自己的力
量也要发挥出来。帐篷运到了镇上，
各村青壮劳动力和救援官兵一起背
着帐篷；路抢通了，各村能行驶的小
卡车、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都发
动起来，从镇里运回救灾物资，每一
份物资都完整送到村里库房，再统
一组织发放。

要建活动房了，黄家村村民主
动参加转运板材、运送沙石，手被划
伤也不在意，“这是在帮我们盖房
子，本就是我们的事啊。”

卫生防疫是灾后的重要工作，
映秀镇各村都组织了自己的卫生防
疫队，每天两三次对村里的角角落
落进行消毒。
“幸存下来的人要好好活下去。

有希望就有未来。”蒋永福说，他们刚
修好通车的进村水泥马路全毁了，
“只要人在，一定会把它再次修好！”

干起来，映秀明天会更好

“再过几天，这些豆苗就能上架
了。”

!

月
'*

日中午，枫香树村村民
董成格、王和平正在为地里的四季
豆搭竹架子。

创伤尚未愈合，映秀镇人已开

始生产自救。
杨景一家地震时正在地里收油

菜籽，赶回家一看，
#'

多间房子全
塌了。草草把“新家”安顿在救灾帐
篷后，一家人又出现在油菜地里。地
震后，黄家村共抢收油菜籽

#&

亩，
抢挖土豆

#$

亩。最远的一家，翻山
越岭走到油菜地需要

$

小时。
映秀镇的耕地多是山间开辟的

梯田，在地震中损毁严重。渔子溪村
剩下的土地不足原来的一半，村两
委已经组织村民们赶着时节种下了
玉米、红薯和蔬菜。“地少了，沟沟渠
渠旁都要种上。”
“原来卖啥价，现在还卖啥价。”

映秀镇的滨河大道旁，七八家帐篷
商店已经开业了。政府提供帐篷，免
除税费，鼓励镇里的商户重新开业。
!

月
*

日至今，已有
#"

家商店恢复
营业。

已经开了近
$#

年零售商店的
张秀云说：“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
服。”地震让她损失惨重，多年奋斗
换来的大店铺又变回了小摊位，她
还是坚强地站在了货柜旁，她和同
样开店受损的妹妹已决定联手，新
超市的名字叫“姐妹超市”。

映秀镇通往都江堰市的公路已
经打通，通往汶川县和各村的道路
也在抢修……
“路通了，重建和恢复发展的步

子就可以迈得快一点了。”映秀镇副
镇长李强说，“有一些企业说，还要
回映秀重建厂房，恢复生产。”

对映秀明天充满信心的不只镇
上的干部们。重回小摊位的张秀云
说：“以后来映秀，我的店一定还
在。”连富兰的腿基本康复了，姐姐
杀了大乌鸡庆贺，说：“我们会养更
多更大的乌鸡。”准备等父母长辈住
进板房就去打工的董勇说：“我相
信，就像歌里唱的，明天会更好！”

"

月
#*

日，映秀镇枫香树村村民正在为地里的四季豆搭架子。

本报记者 余荣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