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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勳搜救犬獻花

12日下午，
四川北川老縣城
地震遺址遇難者
公墓，現年十二
歲的德國牧羊犬
搜救犬 「沈虎」
在訓導員沈鵬帶
領下，向遇難者
獻花。 「沈虎」
十年前在南京消
防服役，於地震
中從廢墟救出15
人。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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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震科技接軌國際
立體觀測

年初， 「張衡一號」 發射入軌，是中
國地震立體觀測體系首個天基平台。根據
中國地震局官方數據，全國2.5級以上絕
大多數地震能監測到，可在兩分鐘內速報

成功預警

2011年4月中國 「ICL地震預警技術
系統」 首次成功預警，繼墨西哥、日本後
成為第三個能向公眾發布地震預警的國家
。2017年8月8日晚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
7.0級地震，中國提前逾一分鐘發預警

進身強國

中國地震局局長鄭國光對媒體表示，
到2020年，使中國地震科技總體水平達
到發達國家同期水平，爭取到2030年使
中國步入世界地震科技強國之列

資料來源：中新網

2008年5月12日，距離那
一場地動山搖、萬眾哀慟，

已然過去了整整十年。這一刻，讓我們手
捧白菊，對逝者哀悼，為生者祈福。

時間太快，快得我們還來不及遺忘。
瓦礫上傷痕纍纍的握筆小手、廢墟下弓身
護住嬰兒的年輕媽媽、夾縫中艱難求生的
花季少年、黑暗中相互鼓勵的患難夥伴
……讓人心碎的鏡頭，把生命的脆弱與頑
強一同定格在億萬人的腦海中，銘刻在歷
史的紀念冊上。

知乎上有個提問：如果能回到十年前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網民們踴躍回
應，一個最打動人的回答是：告訴所有四
川人，那天會有地震，趕快跑！

是的，我們寧願世間從未有過那一天
。那樣的話，無數家園就不會瞬間坍塌，
無數親人就不必生離死別，北川中學裏依
舊還能有書聲琅琅，孩子們依舊可以帶着
青春的煩惱肆意地成長。

這當然只是善良的夢想。逝者已矣，
只可追憶。那麼，十周年祭，我們能否不
僅僅只是舊事重提，能否不只是翻騰起所
有悲痛和哀思，重溫那些令人喘不過氣來
的記憶？我們能否戰勝痛楚過後的健忘與
麻木，捫心自問，這十年來，防震抗災是
否有了更先進的能力，危機處理是否有了
更周全的應對，信息公開是否更加有序透
明，志願精神和公民意識是否得到更充分
的培育，每一個生命是否受到高度的尊重

和敬畏？最基本的，承載着希望和未來的
學校，是不是最安全的建築？

188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家
韋塞爾說過： 「我們決不能讓我們自身忘
掉那些死去者的命運。如果我們真忘掉了
，就是使他們再一次的死亡，我們自己就
對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死亡變得毫無價值
而負有責任。」

災難是一所學校，而汶川大地震就是
歷史置於我們面前的一面鏡子。致敬生命
的頑強、人性的光輝，致敬身處其中每一
個普通人的砥礪前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
紀念和情懷，更應以超越災難的反思和行
動，撫慰民心，觀照制度，推動國家和社
會的文明和進步。 （記者 鄭曼玲）

不只是紀念 更應要反思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封面新聞
報道：12日，四川省在汶川縣映秀鎮漩口
中學地震遺址舉行 「5．12」汶川特大地
震抗震救災十周年紀念儀式。各界幹部群
眾在遺址前向遇難同胞及為抗震救災捐軀
的英雄們默哀，並敬獻鮮花。遺址內紀念
表盤上時間永遠定格在14時28分。遺址西
側矗立的浮雕牆上，用銘文記述地震造成
的巨大損失和中國人民抗震救災的壯舉。

十年前，北川在汶川特大地震中被毀
於一旦，2萬餘名同胞遇難。12日，北川
群眾和從各地趕來的人們來到北川老縣城
悼念親友。據封面新聞報道，12日早上6
點起陸續有人進入老縣城地震遺址，估計

有上萬人。遺址內一路上有很多當時幸存
者回來祭奠自己的親人，他們把鮮花和食
物擺放在家門前，祭拜後安靜的離開，當
中有十餘名北川中學2008級6班學生，他
們T恤背後印有班級以及 「十年祭禮」四
個字，還帶有橫幅寫着 「深切緬懷遇難老
師、同學，一刻十年，從未忘記」。

據成都商報報道，2008年5月13日凌
晨，時任鐵血四十師（即十四集團軍四十
師）師長的曲新勇帶領着全師上萬名官兵
抵達北川老縣城，開始長達107天的救援
。十年後的今天，曲新勇重回此地祭奠地
震遇難者。看到北川群眾現在幸福生活，
他感嘆： 「希望不要再有災難！」

萬人進北川老縣城祭奠逝者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下課鈴
響起，即將迎來十歲生日的傅梓航和同學
們一起跑出教室。最近他長高了，圓圓的
臉蛋上泛着健康的紅潤。傅梓航是四川省
德陽市北京師範大學什邡附屬外國語小學
的學生，他還有一個 「特殊」的身份─
「羅漢娃」。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
什邡婦幼保健院樓房成為危房。為幫助院
內待產的孕婦順利生產，受損較輕的羅漢
寺為她們敞開大門。當年5月13日到8月7日
，羅漢寺空地上臨時搭建的 「帳篷保健院
」內先後有108名嬰兒呱呱墮地，人們親切

地稱他們為 「羅漢娃」。 「小時候看《西
遊記》，裏面就有108個羅漢，而我們是
108個 『羅漢娃』，感覺很神奇。」傅梓航
為自己 「羅漢娃」的身份自豪。十年過去
，這些 「羅漢娃」和他們的家庭始終沒有
忘記幫助過自己的人。 「媽媽給我講過我
出生時的故事，很感謝當年幫助過我們的
所有人。」 「羅漢娃」龍思羽很喜歡運動
，她說自己的夢想是成為戰鬥機飛行員，
保家衛國。不久前，配合講述這些 「羅漢
娃」故事的電影《一百零八》的拍攝，這
些在手電筒光照下出生於禪櫈上的孩子們
首次重聚。

【大公報訊】記者向芸映秀報道：
60歲布朗是半島電視台記者，他和同事
凌培12日重訪映秀鎮，完成一部關於父
親與兒子的紀錄片，了卻兩人心願。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兩人曾來
過震央映秀及映秀周邊，記錄抗震救災
現場及當地民眾生活狀況，其中一對父
子的故事讓他們印象深刻。 「地震後，
那位父親失去了他的房子、生意和唯一
的兒子，當時幾乎沒有繼續生活下去的
勇氣。」布朗說，十年後，這位父親的
生活完全改變了。 「夫妻倆做過三次試
管嬰兒都失敗了，六年前領養了一個小

女孩。讓人沒想到的是，一年後夫妻倆
竟然又生了一個兒子，現在是一家四口
、兒女雙全了。」布朗有些高興地說。

為記錄這位父親和家人的故事，布
朗和凌培震後多次回訪映秀鎮，見證災
區和民眾生活點滴變化。 「如果沒有漩
口中學的廢墟，我們已經看不出映秀曾
經歷了那麼大的傷痛。」多年記者生涯
讓布朗見過全球很多地方的天災，但中
國人民的堅韌，讓他印象深刻。 「我們
來拍這位父親十年間的故事，是為展現
人性的堅強與偉大，也期望給其他國家
人民以鼓舞，讓人們永遠不要放棄。」

回訪映秀 外媒拍紀錄片述說災民堅韌震後寺內出生 羅漢娃不忘感恩

本次研討會由應急管理部、四川省人
民政府、中國地震局共同主辦，共設有透
明地殼、解剖地震、韌性城鄉、智慧服務
、地區國際合作5個專題。40多個國家200
多名專家學者齊聚成都，共同研討如何與
地震風險共處。國務委員王勇出席會議，
宣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致信並致辭。

攻堅防震減災科學技術
習近平表示，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

下，汶川地震災區恢復重建工作取得舉世
矚目成就。他強調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知
沒有止境，防災減災、抗災救災是人類生
存發展的永恆課題。科學認識致災規律，
有效減輕災害風險，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
處，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習近平表示
，希望各位代表圍繞本次研討會 「與地震
風險共處」的主題，踴躍參與，集思廣益
，為促進減災國際合作、降低自然災害風
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建「一帶一路」地震預警台網
王勇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
國防震減災工作取得顯著成效，最大限度
保障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面對防震
減災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要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全面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防災減災救災
的重要思想和本次致信要求，堅持以防為
主、防抗救相結合，加快實現 「三個轉變
」，着力構建適應地震安全需求的體制機
制，大力推進防震減災科學技術、業務體
系、服務能力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提
升自然災害綜合防範能力。

王勇強調，應對地震等自然災害是國
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中國願與各國加強交
流合作，推動建立 「一帶一路」地震和海
嘯監測預警台網等高效協同機制，開展防
震減災重大科學研究，創新社會多元聯動
模式，攜手減輕地震災害風險，更好造福
世界各國人民。

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共有7支國際救
援隊和醫療隊奔赴四川支援救災工作。各
國政府和國際社會也及時伸出援手，積極
支持四川抗震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汶川
特大地震十周年之際，俄羅斯、加拿大、
新西蘭等20多國外交官、國際組織代表受
邀走進汶川地震災區，感受災區新貌。

「今天是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紀念日
，我非常同情地震災區人民經受的災難，
同時也很欣慰能看到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工
作取得的巨大成績。」加拿大駐華大使麥
家廉12日在成都參觀 「5．12」汶川特大地
震災區發展振興成就展時如是說。 「5．12
」汶川特大地震災區發展振興成就展用300
多張照片、130多件套實物，展示汶川地震
災區十年來發展振興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和
城鄉面貌變化。

「三天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汶川地震
災區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數據，這些數據給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俄羅斯駐華
大使傑尼索夫說。新西蘭駐成都總領事館
總領事孔思達曾多次到四川汶川、北川考
察災區重建成果。 「如果你不知道那段歷
史，可能你去汶川、北川都不會覺得十年
前這裏曾經發生過地震。」孔思達說，展
覽結束後，他還會再次前往汶川，進一步
了解十年來汶川地震災區重建成果和重建
經驗。

20多國外交官走訪災區 點讚巴蜀新貌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
社、中新社、央視網報道：
汶川地震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暨第四屆大陸地震國際研討
會12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開幕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致
信。習近平指出，今年是汶
川地震十周年。汶川地震災
區恢復重建工作取得舉世矚
目成就，有關工作為國際社
會開展災後恢復重建提供有
益經驗和啟示。中國堅持以
防為主、防災抗災救災相結
合，全面提升綜合防災能力
，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供
堅實保障。應邀進入地震災
區的20多國外交官深切感受
到災區新貌，對有關重建工
作取得的巨大成績感到欣慰
，紛紛表示留下深刻印象。

8.0
•5‧12汶川地震達黎克特制8級，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地震

50萬
•地震波及四川、甘肅、陝西等十個
省區市，417個縣（市、區），4667
個鄉（鎮），48810個村莊。災區總
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

4625萬
•超過4625萬人受災，近7萬人喪生
，1.8萬人失蹤，逾37萬人受傷

22萬
•地震發生後至2008年9月11日，全
軍14.6萬名部隊官兵和7.5萬名民兵
預備役人員參與抗震救災和醫療服務

2.3萬
•震後汶川全縣共有近1.8萬戶農房
重建，近5000戶城鎮居民住房重建

資料來源：央視網

▶12日，四川省在汶川縣映秀鎮舉行 「5．12」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十周年紀念儀式 中通社

▲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前）等外交
官和國際友人於紀念儀式上獻花 路透社

▲12日紀念儀式上，各界幹部群眾在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地震遺址前向遇難同
胞及為抗震救災捐軀的英雄們默哀 中新社

▲12日，北川老縣城裏，一名男子在祭奠親
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