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4月 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中瑜）永州籍7名篆刻家为祈福
雅安，他们在地震当晚开始分工创作组合
印，陈刚篆刻“万众一心”、张丹云篆刻“众
志成城”，盘树高篆刻“一方有难”、胡晓华

篆刻 “八方支援 ”，彭庵酩篆刻 “齐心协
力”、谢志伟篆刻“祈福雅安”、蒋美奋篆刻
“重建家园”。经过一周的精心创作，目前作
品已全部完成。 他们将把这套组合印进行
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捐给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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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荆彩 徐典波

“快来人，我奶奶哮喘病犯了！ ”4月26
日凌晨5时，记者借住的天全县小河乡临时
医疗点的宁静被打破。

黑暗中， 一个女孩搀扶着一位老大娘
来到门诊点。 壹基金救援联盟队员徐宙雄
从椅子上弹起， 快步走向老大娘，“快点准
备止咳平喘药物，马上输液。 ”

徐宙雄赶忙给老大娘做检查。 老大娘
名叫杨明英，77岁了，因睡帐篷受凉，引发
了哮喘病。 陪同来的是她的孙女。

“我奶奶严重么？ ”“不要担心，主要是
没休息好，受了凉，又患有支气管炎，加之
体质虚弱，所以有点严重。 这病好治。 只是
得马上消炎，平喘。 ”说着，徐宙雄已开始给

病人输液。
输液半小时后，杨明英渐渐恢复正常，

并微笑着向徐宙雄竖起了大拇指。 杨明英
的孙女则偎依在奶奶身旁， 开心地笑了。

“幸亏送来得及时。 等会我给你奶奶开点
药，记得回去让她吃。 ”

送走祖孙俩， 帐篷内又恢复了之前的
宁静。

“快看看我老婆怎么了？ ”9时刚过，一
位男子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的中年女子，急
匆匆地走进帐篷。

“她有高血压吧！ 快扶到椅子上。 ”看到
女子面无血色、满头是汗，徐宙雄根据多年
从医经验，立刻拿起血压计。 这时，女子开始
从椅子上往下滑。“转移到床上， 患者休克
了。 ”安排患者躺下后，徐宙雄熟练地将血压

计 套 上 女 子 手 肘 上 方 ， 血 压 计 显 示
200/120mmHg，“再测 ！ ” 血压计显示
50/30mmHg，徐宙雄对护士说，“快拨120！”

女子名叫高世芬， 在旁的丈夫说：“我
老婆有高血压，这几天动不动就头晕头痛、
说胡话。 ”得知患者病史，徐宙雄说，“赶紧
注射甘露醇！ ”

输液半小时后， 高世芬慢慢抬起头：
“我好些了。 ”

9时40分，120急救车赶到，徐宙雄将高
世芬护送到天全县中医院。

徐宙雄是岳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卫生
院的一名医生， 也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经专业培训的志愿者， 当志愿者已有20多
年， 志愿服务时间已经累计超过2000个小
时。 雅安地震发生当天，徐宙雄应省公益联

盟壹基金之邀， 来不及回家就与10多位志
愿者携带了价值约50余万元的物资、药品，
第一时间赶往灾区。 21日进入震区后，他每
天只睡5个小时，嚼饼干吃泡面，在芦山县
龙门乡、天全县小河乡巡诊，已经累计诊疗
了130多名灾民。 他说：“我上学时父亲中
风， 我也为此差点辍学， 是好心人帮助了
我。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在我有能力
时， 一定要尽自己力量为有需要的人做点
事。 ”

“家人支持你么？ ”记者问道。
“昨天我在广州上学的女儿打来电话

说‘爸爸，好棒’！ ”徐宙雄满脸幸福。
“我希望以后没有灾难。 但如果灾难发

生，无论我在哪里，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徐
宙雄说。 （本报天全4月26日电）

1516名伤员
正在住院治疗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家卫生计
生委26日通报，截至当日12时，四川现有住
院地震伤员1516人，其中危重症43人、重症
69人。 住院伤员较25日减少66人，危重症减
少1人，重症增加6人。

目前，四川累计住院治疗6440人，已治
愈出院4924人。 43名危重症伤员中，川大华
西医院31人、省人民医院6人，位于成都市
的其他2家医疗机构3人、甘孜州2人、眉山
市1人。

灾区累计有医疗卫生人员12474人，其
中防疫人员2880人。 累计派出救护车和卫
生应急车辆7793台 （次） 参与医疗救援工
作，开展手术6170台（次）。 全省库存红细胞
类血液4万余单位，血液库存充足。

灾区累计开展环境消杀灭面积266.8万
平方米，建立生活垃圾收集点833个，清除
垃圾2145吨； 累计卫生监督检查集中供水
点706个次、医疗点426个次、安置点1015个
次，指导居民饮水消毒16183户次 ；印发卫
生防病宣传材料54.61万份（册），开展心理
救援14816人次。 累计向灾区调配药品588
件、医疗器械1205件、消杀器具275台、消毒
剂22.27吨。目前，灾区未发现重大传染病疫
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四川今日
为遇难者默哀

据新华社成都4月26日电 26日是四
川省芦山 “4·20”7.0级强烈地震发生后的
第七天，也是地震遇难者的“头七”。为悼念
地震遇难同胞， 四川省政府决定，2013年4
月27日为全省哀悼日。

27日， 四川省将停止公共娱乐活动，8
时2分起，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
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按照中国人“烧七”的习俗，从逝者卒日
算起，丧家每隔7天就要举行一次烧纸祭奠，
共有7次。 然而记者在雅安市芦山等地了解
到，当地有“逢七不烧七”的风俗，一些遇难
者家属已在逝者卒日七天前烧纸祭奠亲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民政部
26日公告称， 已启动四川省芦山 “4·
20” 7.0级强烈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芦山地震发生后， 4月24日， 民政
部迅速联合中国地震局、 国家发展改
革委， 会同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研
究部署四川省芦山 “4·20” 7.0级强烈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25日 ，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 、 民政
部国家减灾中心、 民政部/教育部减灾
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组成联合工作组 ，
由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 、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范一大带

队赴四川雅安地震灾区， 通过专题座
谈、 实地走访、 现场核查等方式 ， 重
点了解房屋、 基础设施 、 工业 、 服务
业和公共服务系统等方面的损毁情况。
为做好此次地震灾害损失综合评估工
作， 工作组制定了地震损失综合评估
工作方案和现场调查评估工作方案。

据了解， 在现场调查评估基础上，
联合工作组将根据地方统计上报、 卫
星遥感监测、 数值模型估算等多种手
段相互验证， 开展此次地震灾害损失
的综合评估， 为下一步的灾害救助和
灾后恢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义卖书画捐灾区
本 报 4月 26日 讯 （记 者 陈 永 刚

通讯员 罗冰莉） “我出1500元！ ”“我出
2000元！ ”“2500元！ ”今天上午，长沙市开
福区四方坪街道花城社区内相当热闹，开
福区在此举行爱心书画义卖活动，省内知
名书画家周桂华、童治军、肖剑等人当场
挥毫，创作的37幅书画作品被市民抢拍一
空，共募集爱心款36720元，并通过长沙慈
善会全部捐献给雅安灾区。

芒果V基金募集
救灾款物1724万元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四
川雅安发生地震后 ， 芒果V基金发起募
捐活动， 截至4月25日， 共为地震灾区募
集捐款和物资价值超过1724万元。

据了解 ， 地震发生后 ， 芒果V基金
第一时间开通网上募捐渠道， 公布了捐
赠热线。 著名艺人黄晓明随即通过芒果
V基金捐赠10万元， 随后， 朱丹、 何炅、
羽泉、 刘晓庆、 张卫健等艺人纷纷解囊
相助 。 著名钢琴家郎朗特别委托芒果V
基金捐赠50万元， 专项用于雅安受灾学
校的重建和灾区学生救助。 长沙医学院、
湖南卫视 《我们约会吧》 栏目组、 金鹰
卡通频道、 “笑工场” 等单位相继开展
募捐活动 ， 募集善款全部通过芒果V基
金捐赠给雅安。

4月24日， 芒果V基金在芦山建立的
第一所 “金芒果图书室” 正式交付使用。
这个被称为 “废墟上的图书馆” 位于芦
山县芦山中学老校区。 4月22日， 芒果V
基金工作人员抵达芦山中学， 在调查学
校需求后 ， 当天即决定在原校址修建
“金芒果图书室”， 并于随后一天把爱心
企业捐赠的500册图书送抵芦山中学。

为对捐赠款物负责， 让捐赠者放心，
芒果V基金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雅安灾区，
核实、 发放救灾款物， 就款物使用进行
专项审核， 保证每一分钱善款、 每一笔
物资都科学有序用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

感动的6天6夜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刘尚文 摄影报道

4月20日芦山地震后， 我们受报社派遣 ，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第一线， 到26日已奋战6天6
夜。 进入镜头的那一个个画面， 直击心灵， 让
我们震撼和感动。 这些感动， 来自党和国家对
救灾的高度关注， 来自置生死于度外、 坚持战
斗在救灾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来自不等
不靠、 积极自救的受灾群众……

凌晨5时，病人来了……

民政部启动灾害损失评估

永州篆刻家创作“祈福雅安”组合印

4月21日晚， 宝兴县灵关镇， 武警四川总队的
官兵帮助转移受伤灾民。

4月22日， 宝兴县灵关镇安置点， 帐篷里拥挤而温馨的 “家”。

4月24日， 宝兴县灵关镇中学灾民安置点， 受
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4月23日晚， 宝兴县灵关镇中学灾民安置点 ，
参加救援的特警队员和衣而卧。

4月22日上午 ，
救援队员和媒体记
者徒步进入重灾区
宝兴县 。 当天 ， 通
往宝兴的公路抢通
之后因余震再次中
断。

4月21日， 芦山县铜头村， 村民自发地做好饭
菜， 免费提供给路过的救援人员。

“雅安雄起， 加油！” 4月25日， 已经连续奋战5天5夜、 疲惫不堪的我省红十
字抗震救援队队员互相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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