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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救援无盲区

本报记者 蒋皓

———企业赈灾随行全记录

4月 26 日，在挥手告别的村路上，家家户户都把最好吃
的东西摆出来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有些“可怕的说法”一

直在余震的阴影中“蜚短流长”，例如，“当地有瘟疫”、“水有血

吸虫，不能接触”……但那一对对真挚淳朴的眼睛、那一双双

劳动人民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让这些流言不攻自破。

归途中，记者与陕西籍的民营企业家张长安讨论起了救

灾的一些细节，“咱们去帮助别人，并不是把物质塞到别人手

里，他们可能已经不需要援助过剩的物质，需要的反而是一种

精神上的平等和理解。”

记者记忆深刻的是，在刚刚抵达老场乡禾林村的那个夜

晚，志愿者刘天芬，一个美丽雅安女孩，领唱了一首歌，天籁般

的歌声在天全县老场乡禾林村那些狰狞的断垣残壁间飘荡，

志愿者和乡亲们陆续加入了合唱，歌声驱散了人们心中痛失

家园的阴霾，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村里的小孩们露出欢快的笑

脸，互相嬉闹玩耍，和震前那些普通的日子一样。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凝聚在那条泥石俱下的山路？兄弟，

是什么情结使大家相拥而泪水横流却又无声？我们跋涉千里，

我们风驰电掣！为了雅安，为了天全，也为了世间的面孔不再

陌生！兄弟，那就让青春的激情继续，让时光的记忆永恒！铭记

吧，刻在 4.20心房上的那一刀痕。”———易之创作的这首《致

参战雅安救援的兄弟》的诗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加

入到灾后援建的行列。

荩《中国企业报》记者亲历雅安地震盲区救援。
荩 企业与慈善组织，如何从各自为战到相得益彰？

荩 从捐赠到圆满，企业慈善的路还有多远？

4 月 24 日深夜，一支由民营
企业家志愿者组成的赈灾车队，在

陕西西安通往四川雅安的崇山峻

岭中蜿蜒前行。秦岭上空的星星发

出冷峻的光辉，仿佛地震遇难者

的眼睛遥望人世间。这次赈灾由

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心组织，

车队护送着上百万元的急救物

资。比较特殊的是，此行的目的地

不是芦山，而是地震盲区天全。陕

西曙光专业救援队的 70 多人，已
提前一天到达。

当日清晨 8 点，赈灾车队 7 辆
车、29 人从西安出发，在汉中与另
一辆从安康出发的运输车汇合。

《中国企业报》记者也在这列车队

上，同行的，还有几个亲自护送所

捐物资的民营企业家。

“虽然已经捐了钱，但我还要亲自

走一趟才感觉踏实。”陕西省残疾人创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西安市北信建材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长安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事后某段排险的经历证明，正

是因为有了张长安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们的积极参与，整个出行的队伍才有了

对抗次生灾害的底气。

4月 20日上午 8时零 2分，雅安发
生 7.0级地震。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
心副理事长万颜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号召爱心企业和个人、志愿者为灾区进

行紧急捐助。万颜是陕西省的公益之

星，她的公益组织能力一直令同行刮目

相看。

这次地震发生后，她只用了一天时

间就联系了陕煤集团、透明鱼基金、大

益茶、交大 EMBA 班同学会、达人志愿
者队、省残疾人创业协会，成功募集到

价值 100多万元的水、帐篷、药品和食
品等急缺物资。

一份由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心

提供的“企业爱心清单”上，《中国企业

报》记者看到了如下数据：陕煤化集团

陕南投资开发公司捐赠 7.2 万瓶价值
93.6万元的真晒水；陕西至尊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捐赠 552箱方便面、
26箱火腿肠；大益茶茶马道会
捐赠 75顶大帐篷；西安交大
EMBA 一班同学会企业家捐
赠 380顶帐篷……其它药品、
彩条布、婴儿用品、防潮垫、卫

生巾、儿童雨鞋、雨衣、棉衣棉

被、衣服、矿泉水等若干。

此外，记者从陕西省国

资委了解到，除了陕煤化集

团捐赠的真晒水，西部机场

集团员工还捐款 80余万元，
并开设绿色通道保障救灾物

资，全力以赴为物资、装备、人

员的航空运输做好保障工

作。

“我们在 4月 25日进入
雅安，在雅安市多营开通行

证后，向天全县出发，由天全

县再到与芦山县紧密相连的

老场乡禾林村，全程共 1000
多公里，从天全县出发后，几

乎全是山路，时速不超过 20公里，当天
18：30分左右到达禾林村，与陕西曙光
救援队汇合。”一路上，记者不停地对陕

西省国资委的相关工作人员汇报着进

度，然而，路途中的危险和焦灼只有亲

历者才能体会到。

记者一路走，一路观察思考———从

企业决定捐赠物资，到物资被安全发放

到灾民手里，这段路到底有多长？企业

除了捐赠举动，还要做哪些更具实质意

义的救灾工作？从西安到雅安，再从雅

安到达天全县禾林村，记者作了统计，

本次行程共约 2000公里左右，来回路
上行驶约 52个小时，共 4天 3夜。

这 4天 3夜，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
中心的志愿者们基本是在交通状况险

恶的山区度过的，秦岭苍凉开阔的气息

和人们奔赴救灾的悲怆心境十分吻合。

尾车司机李杰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车速，

车镜前方是满载物资、缓慢行驶的大卡

车。从西安至四川的高速路段，据说只

要下雨，就会有泥石流，从山顶滚下的

石头随时会砸中过往的车辆。尾车上的

队员任务很重，要紧盯严防任何一个突

发的险情，全力保障前方物资车的安

全。为防止驾驶疲劳，副驾驶座上的志

愿者玲玲和司机李杰轮换开车。

当车队出了陕西宁陕县进入四川

地界，已经是午夜，车队的一辆大卡车

出了故障，为安全起见，车队临时决定

在剑门关留宿休整。剑门关酒店总经理

蒋庆听说这是一支去雅安救灾的队伍，

坚持要免收食宿费，中心副理事长万颜

不肯，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

以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心的名义捐

赠给了灾区。

25日清晨，队伍继续上路。四川境
内的高速公路异常繁忙，一辆又一辆的

企业救援物资车呼啸而过，在成都开往

雅安的路上，对讲机里传来的路况消息

令队员提高了安全警惕，就在前方不远

处，有辆货车翻了。25日中午，队伍平
安抵达多营，在这里拿到了进入震中区

很关键的“通行证”。

终于，进入雅安震中。记者看到的

企业救援车越来越密集，山路越来越陡

峭，灾区沿途到处是泥石流、滑坡、各种

险情伴随着从深沟里传来的隆隆声，每

分每秒敲打着紧绷的神经。我们的目的

地是紧邻芦山县的老场乡禾林村，而最

危险的路段正是通往村里的山路，有许

多车队在雅安县城就卸下了捐赠物资。

万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我们零

贰玖公益服务中心的信仰是不辱使命，

我们一定要把企业嘱托的物资亲自发

放到每一个灾民手里。”

记者看到，车队的几辆满载物资的

大型货车在羊肠般的山路上开得险象

环生，让人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关键时

刻，民营企业家张长安自告奋勇地站出

来，凭他早年开过大货车的经验和对雅

安路况的熟稔，有板有眼地调度起了整

个车队，终于将这最后也最危险的征途

化险为夷。

4月 25日晚，这支经过长途跋涉的
陕西志愿者队伍成功抵达了目的

地———雅安天全县老场乡禾林村。半

夜，宿营的帐篷外传来一阵阵疯狂的狗

吠声，伴随着地下传来的“轰隆隆”的可

怕的声音，余震又发生了。

4月 26日一大早，在万颜的统筹
下，开始给村民发放企业的捐赠物资。

场面蔚为壮观，人山人海。老场乡禾林

村的村民几乎齐刷刷全来了，接受了

这批雪中送炭的物资，正是村里急缺

的水和帐篷。当《中国企业报》记者把

一箱真晒水送到一个老大爷手里的时

候，他老泪纵横地说，“感谢零贰玖，感

谢爱心企业，你们辛苦了。”

在物资发放过程中，陕煤化集团

陕南投资开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宁兴刚给《中国企业报》记者打来电

话，询问物资发放情况。当得知这批物

资已稳妥地发放到灾民手里，宁兴刚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放心了”。

随后，志愿者们按计划来到仁义

乡，却被当地政府告之物资饱和。下

午，经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心理事

长孔斌与天全县民政局联系，将余下

物资部分帐篷和水发放给天全县农村

户口受灾群众，其它按要求交给民政

局统一发放。

民政部救灾司前司长王振耀评价

企业抗震救灾的总体表现时说：“中国的

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反应迅速，行动给

力，说明咱们企业不缺少爱心和责任感，

那么，缺少什么呢？ 缺协作与默契，从

长远看，救灾可以做得更专业、更细腻。”

王振耀所提的“细腻”两字让人沉

思良久。企业粗放式救灾屡见不鲜，画

饼充饥的口头承诺能算捐赠吗？承诺

的物资老老实实送来了，却堆积成山，

不能有效地发放到灾民手里派上用

场，这样虎头蛇尾的善举亦屡见不鲜；

而把善举彻底地完成，则既需要考验

企业捐赠的诚意和耐心，也需要支付

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投入运作。

以陕煤化集团为例，在该集团仅

仅是承诺捐赠的时候，善举等于还没

有做；当捐赠物资已经到位，但还在运

输的途中颠簸的时候，善举只能算做

了一半；只有当 72000瓶水确凿无疑
地发放到村民手中的那一刹那，善举

才算不折不扣地做到了。

王振耀提及了若干企业救灾原

则，譬如，“企业捐助了物资之后，还应

该跟踪捐赠物资的流程，保证灾民真

正及时拿到需要的物品。既避免了不

必要的重复，也可以杜绝资源的浪

费。”从陕煤化集团与陕西零贰玖公益

服务中心这一民间公益组织合作的实

际效果来看，企业除了前期捐赠，后续

的工作也要执行到位，双方的“协作与

默契”不言而喻。

据万颜介绍，陕西零贰玖公益服

务中心是陕西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民

办非企业纯公益组织，在民政部“慈善

组织公信力”调研评估中名列前茅。目

前中心已发展了 11个公益小组，志愿
者 8000多人。2010至 2012年，组织公
益活动 460多次。
“专业化”一直是中国企业救灾的

短板。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

雅安企业家救援群体中，不乏专业人

士，陕西安康华嵘矿业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易之是一个杰出代表。学地质专

业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易之，多次找到

记者，就山区某个具体的险情一遍又

一遍地认真描述，表情焦灼。“4 月 25
日下午，我负责的地质灾害调查小组

一行五人到天泉县老场乡禾林村四

组，这里海拔约 825米，发现一条长约
450米长的地质裂缝呈东西方向横穿
十五户村民在这里世居的房屋里，据

村民说，4 月 20 日当天裂缝才 1 厘米

宽，4 月 25 日下午裂缝宽处已经达 5
厘米多。初步判断是地震引起的山坡

体局部断裂位移。”易之离开村庄的那

一刻，老乡们拉住他的手说：“我们很

无奈，你们能向政府报告吗？”26日，易
之向县应急救灾指挥部汇报了真情。

易之发布的《救助手记》引起了媒

体关注，并第一次把救援力量引到了

天全县老场乡这个地震盲区———“大

家的注意点都集中在芦山、宝兴，而天

全被遗忘了，这里的情势一样严峻，老

乡们迫切需要援助。”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抗震救灾指

挥部了解到，紧邻芦山县的天全县老

场乡禾林村受灾情况非常严重，房屋

100%不能居住，出现多处裂缝。由于救
灾物资在逐步到位，帐篷和水、食品基

本可以保障。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心

理援助和灾后重建，很多当地灾民都

是借钱盖的房子，欠债情况比较普遍。

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房屋的重建。

在老场乡的这些日日夜夜难以忘

怀，易之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表示，今后还要率领更多的企业家

们来这里考察，支持灾后建设。

深度思考中国式救灾——— 如何更专业、更细腻？

超越物质的精神救援———

亡者安息，生者有力

灾民写的感谢信

领到抗震救灾通行证

公益组织向当地政府负责人了解情况

老场乡村民挥手告别救援队

发放救灾物资

灾区小学生

企业家的慈善心态——— 亲自走一趟感觉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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