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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主道路保持暢通
來自交通部的消息顯示，四川雅安震區從京昆

高速經國道318、省道210通往蘆山縣的救災主運輸
道路保持暢通。截至4月21日18時，四川省交通運
輸部門已搶通國道318線雅安至康定段、省道211線
甘孜境內石棉至瀘定段。蘆山─雙石鎮公路、太
平鎮─大川鎮公路等正全力組織搶通公路段。

公安消防部隊正在全力開展生命搜救，四川及
重慶消防總隊派出官兵、消防車和搜救犬，深入到
受災嚴重的蘆山縣和寶興縣所轄的18個鄉鎮進行救
援，並為防止次生災害發生而做好救援準備。

衛生醫療防疫全覆蓋
截至21日上午，衛計委累計派出醫療隊136支

（包括國家衛生應急隊緊急醫學救援隊伍5支），
在地震災區實現了醫療救援全覆蓋，並派出醫療隊
徒步推進到寶興縣。衛計委要求21日在震區實現衛
生防疫全覆蓋，保證藥品、器械供應全覆蓋，並逐
步開展災後心理輔導工作。此外，衛計委21日下午
表示，四川雅安市中心血站、成都市血液中心血液
庫存充足，能完全滿足目前傷員醫療救治和臨床用
血需求。

七成用戶恢復供電
國家發改委已協調電力企業搶修受損變電站和

供電線路，對當地救災指揮部、醫院、災民安置點
已通過發電機、發電車等方式供電。此外，國家電
網公司應急指揮中心21日晚表示，地震累計造成雅
安及周邊地區18.66萬戶用戶停電，目前約七成用
戶已恢復供電。

物資持續運往災區
民政部21日再次調運2萬頂救災帳篷和5萬床棉

被，幫助做好受災群眾臨時生活的安置工作，截至
目前，民政部門已經緊急組織6萬多頂救災帳篷運
往災區；截至21日上午8點，中國鐵路總公司共組
織開行抗震救災物資專列8列139車，運送帳篷、棉
被、食品、醫療物資藥品、燃油等物資，首列專車
已在21日晚到達成都；此外，商務部要求各相關地
區商務主管部門做好市場供應和商業網點恢復重建
工作。

雅安地震進入第二天，為趕在黃金
72小時內進行救援，中央各部委繼續組
織救援力量支援震區。其中，中央財政
緊急撥付應急救災綜合補助10億元，用
於搶險救災、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和生活
救濟等方面。同時，相關部門正全面部
署衛生防疫與次生災害防控工作。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一日電】

【本報訊】據新華社四川蘆山二十一
日消息：新華社記者21日凌晨4時30分許
抵達四川蘆山地震受災較嚴重的蘆山縣寶
盛鄉，災區民眾反映最緊缺的是水、糧食
和帳篷，而目前從外圍進入震中的道路交
通壓力較大，給救災物資運輸和交通造成
不便。

怕房屋倒塌不敢拿物資
記者在寶盛鄉玉溪村看到，當地居民

的房屋損壞較大，房屋基本都有很大的裂
縫，也有幾處房屋倒塌。玉溪村居民何培
蓉告訴記者，自己的屋子裂縫明顯，已是
危房，全家人震後第一晚在路邊用彩條
布搭起的簡陋帳篷裡過夜。

她告訴記者，這兩天就靠從家裡搶
出來的一袋米過活，而且還供應給過路的
救援人員，目前只能再維持一兩天。而用
水也成為難題，她和其他幾戶居民都從附
近的山裡取水。

「晚上睡覺也冷，現在就是缺帳篷，
缺水和糧食。」村民高友說，由於房屋隨
時有可能倒塌，家中的物資都拿不出來。

不僅是物資缺乏，從龍門鄉前往寶盛
鄉政府的道路也遭遇大規模塌方。記者在
現場看到，巨大的落石堵住了本來已非常
狹窄的山路，路一側山體上不時有小落石
和沙土滑落，搶險隊伍正緊張作業。在現
場指揮搶險的武警交通三支隊隊長梅書華
介紹，塌方的規模比較大，大的落石估計
有50噸。

交通壓力成救災難題
梅書華說，目前塌方路段前方路況不

明，而路段搶修有兩大難題：一是武警部
隊正等待空氣壓縮機、大型挖掘機等設備
進入方能展開有效搶險，而大型設備距離
塌方區域有六七公里，從21日1時就一直
堵車，進程很慢；二是塌方區域道路狹窄
，作業難度較大。武警交通前方指揮部正
協調機械和爆破作業。據介紹，目前，武
警交通部隊正全力開展道路搶通，二總隊
五支隊官兵從蘆山縣沿210省道向寶興縣
開進。

此次四川蘆山地震災情發生後，記者
從北京前往震中地區感受到交通壓力大成
為了救災工作的最大難題。從成都機場前
往蘆山縣不到200公里的路程，乘坐車輛
行駛了10餘個小時才抵達寶盛鄉。天全縣
城到蘆山縣城的約30公里路程就走了近3
個小時。

上天似乎總是喜歡安排一些殘忍的
巧合，就在汶川地震五周年紀念日到來
之際，與之相鄰不過一百公里的四川雅
安，又遭遇七級強震，至今逾百人遇難
，數千人受傷。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與五年前相比
，此次抗震救災工作更加凸顯井然有序
、處變不驚。雅安地震過後不過數分鐘
，一場舉全國之力的救援高速展開。首
先，國務院啟動抗震救災Ⅰ級響應，接
下來，中國地震局、中國紅十字總會、
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公安部、衛生計生
等部委也逐一啟動應急預案。海、陸、
空三軍第一時間參與到立體救援中去，
震後兩小時許，成都軍區的先頭部隊即
已抵達震區。這一速度比汶川地震發生
後首批救援部隊抵達震中早了33小時，
比玉樹地震中首批救援部隊的進入時間
早了20小時。

中央高層的快速反應同樣令人讚嘆
，受國家主席習近平之託，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20日中午率隊緊急飛赴災區，察
看災情部署救援。在雅安民居的廢墟前
、救護點的擔架旁、安置點的帳篷裡，
公眾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連問五遍
「廢墟下還有人嗎？」、夜宿帳篷稀粥

果腹，展現的是這位大國總理扎實的工
作作風和樸實的民生情懷。

正是在統一指揮、科學調度之下，
從各種救災設備的緊急調集，到任何救
災物資的臨時徵用，都暢通無阻；從救
災隊伍的迅速組建，到救災指令的充分
執行，都高效迅捷。我們在滿目瘡痍的
災區，看到的不是無助和悲情，更多的
是專業和理性。也因為如此，歷經磨難
的雅安，得以靠驚人的毅力挺立，以驚
人的速度重生，目前災區通信基本恢復
，通電問題基本解決，受災群眾住進了
帳篷，不少傷員得以成功營救並接受治
療，救援物資也正加緊分發到災民手中
。夜以繼日的生死救援展現出的中國效
率、中國力量，讓人感動、令人驚嘆。

不過，當前72小時黃金救援期已經
過半，抗震救災仍面臨很大困難，以更
加有效的方法、更加有力的措施科學施
救，尤顯重要。首先必須保持搜救力度
，擴大搜索範圍，逐家逐戶排查，全力
救援被埋人員。在這當中，如何科學合
理地配置救援力量，讓搜救人員保持充

沛精力，是確保搜救工作不留死角，實現搶救生命
最佳效果的重要保證；其次要加大救治力度，特別
要對危重傷員及時轉移救治，盡最大努力把因傷死
亡和因傷致殘降至最低；再次還應科學統籌救災物
資的組織調運，嚴謹細緻做好使用監管，切實保障
受災群眾急需的生活必需物資、醫療急救物資供應。

營救生命、抗震救災，就是與時間賽跑的生死
競速，它考驗黨委政府的應急能力，考驗救災
施救的科學化水平。唯有進一步細化抗震搶險救
災的各項具體措施，實行專業分工，科學調配，
才能保證救災工作有效、有序、有力地進行，
也才能在絕不輕言放棄中創造出更多生命
奇，以此告慰罹難的親人，安慰
生還的同胞。

時時評評
曼玲

無論是國企，還是
民營企業；無論是大企

業，還是小企業；無論是金融業，還是網際網路
企業，在這次 「4．20」蘆山地震災難中，中國
企業都表現出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且更加具有
人文關懷精神，值得讚揚。

在國有企業中，中國三大通信運營商中國電
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在 「4．20」蘆山地震
當日均立即宣布對災區的語音通話、短信、漫遊
等電信服務實行免費。

此外，不少中國企業在地震後亦第一時間反
應。三一重工在短短數小時，就組織多台機器以
及50多名專業救援人員趕往災區；農夫山泉迅速
捐贈飲用水22萬箱，其中兩批超過1萬箱飲用水
在21日凌晨就已經運到震中蘆山縣；蒙牛乳業捐
助10000箱牛奶及1000萬元現金、東航集團1000
萬元、蘇寧電器700萬元、中國平安650萬元、中
國太保500萬元、騰訊500萬元……

上海財經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統
奎表示： 「企業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更注

重回饋社會，這種慈善的力量給社會帶來更多正
能量。」

企業發揮本行優勢救災
中國企業以往更習慣於採取捐款形式用於災

難救助而言，此次雅安地震中，各類企業還注重
通過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來進行災難救助。

金融業方面，浦發銀行宣布，對災區的貸款
採取寬限措施，給予信用卡延期三個月還款的待
遇；平安銀行也為災區的信用卡、小微貸款、新
一貸等進行本月免息，並將還款期遞延三個月；
太平洋保險20日下午就給付了 「4．20」蘆山地
震的首筆保險賠款，從接案到支付理賠款整個過
程不超過兩小時。

網路企業方面，百度負責人20日表示將用網
路技術最大程度支持救災，同時在貼吧等互動平
台發布互助援救信息；新浪則迅速在微博上成立
闢謠小組，發布關於地震不實信息的匯總闢謠。

而中國聯通宣布為雅安所有已經停機的用戶
當即重新開通通信服務，以便保證用戶與親友保

持通信暢通。此外，三大運營商還同時開通尋親
服務熱線，為公眾提供代報平安、尋找親人等，
並在寶興、蘆山等地設置尋親熱線點等。

「任何一個企業的員工以及合作夥伴都希望
自己服務、合作的企業是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
司。」上海市民陳兵說， 「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
社會的進步，在蘆山地震中，中國企業顯然表現
得更加成熟和有序。」 （新華社）

中國企業大災中展社會責任

災民缺水缺糧缺帳篷

特稿

▲21日，南京春季房地產商品交易會參展企業的工作人員和市民
排隊參加愛心募捐活動，向四川蘆山地震災區人民獻愛心

新華社

▲ 21日，河南省一間食品公司的員工正在卡車上裝載抗震救
災物資 新華社

中央財政撥10億救災

▲在蘆山縣地震災區，有小孩在路旁舉起 「無水無住，
謝謝幫助」 的牌子，向途人求助 美聯社

▲21日，四川雅安地震重災區蘆山龍門鄉，志願者和
軍人一起推動一輛軍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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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鳳凰衛視二十一
日報道：21日，國務院副總理汪洋
在視察四川地震災區時接受鳳凰衛
視記者訪問，他表示目前救災的情
況比想像中要好。

在介紹當前救援進展情況時，
汪洋表示： 「由 『5．12』 汶川地
震的經驗，再加上這幾年我們的綜
合救災能力明顯提高，以及習近平
同志和李克強同志的正確決策，再
加上基層大家共同努力，現在救災
的效果應該說是比我們想像的要好
。」

不過，汪洋亦表示，救災上當
然可能存在一些死角，現在政府正
研究怎樣盡最大的限度消除死角，
讓救災工作的成效能夠更好一些。
「大的通道都打通了，現在有一些
小的通道還有問題，正在做。」

另據新聞晨報二十一日報道：
在汪洋前往寶興縣視察災情時，雖
然當地的道路已通，但由於車流量
太大，道路擁堵。汪洋也被堵在路
上動彈不得，於是他下車步行前往
，並下令四川向重慶借用警用摩托
車疏導災區道路。

汪洋：救災情況比想像中好
▲21日，汪洋在前往寶興縣視察災情時，因遇道路擁堵，他便下車步行前往

新聞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