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彭葳）今天上午，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小学
内庄严肃穆，开福区“携手爱心基金”向四
川雅安灾区捐赠仪式在此举行。

此次四川雅安遭受重大地震灾害，“携

手爱心基金”捐出10万元专项资金，爱心款
都是由全区中小学生通过勤工俭学、 爱心
义卖、捐赠零花钱等方式募集的，用于抢险
救灾、灾区学校重建，另外捐出5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对口帮扶四川省理县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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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募集善款百万元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乔伊蕾）4月23日下午，为支持湖

南“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雅安行动”，湖南省槟榔食品行
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了专场爱心捐赠活动，现场募集善
款共计101万元。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团省委、省青基会在第一时间联
合启动了“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雅安行动”。 活动捐赠
方式包括银行捐款（户名：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账号：
43001520061059999666，开户行：建行长沙华兴支行营业
部）、网上捐赠（登陆微益中国网站www.weiyichina.org，以
网银、支付宝、财付通等方式参与“帐篷计划”、“光明行动”）、
现场捐款（地址：长沙市湘府西路1号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文娱中心三楼，捐赠热线：0731-88776901、88776903）。

巴陵石化发运1700多吨油品
本报4月24日讯 （通讯员 彭展 罗巍 夏建伟 ） 23日

凌晨2时许， 34节满载着巴陵石化生产的1741吨汽柴油火
车从岳阳出发， 发往雅安灾区。 首批救灾油品发运后， 该
公司将随时按中石化总部指令 ,向地震灾区保供优质汽柴
油。 芦山地震发生后，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迅速作出部署，
要求旗下企业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和油品供应， 尤其是炼油
企业要增产油品。

衡阳、岳阳免费邮寄赈灾款物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 为方便市民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衡阳市所
有邮政营业厅和邮储银行网点已全部开通赈灾包裹、 救灾
汇款免费邮寄服务。

自4月21日起， 衡阳市邮政部门对寄往雅安灾区民政部
门、 红十字会、 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当地慈善机构的赈灾邮
政包裹， 一律免收邮费及包装用品费、 封装费。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李湘红） 4月
21日起， 岳阳市邮政局向全市118个邮政网点发出特别提
示， 凡寄往四川地震灾区的赈灾邮政包裹， 一律免收邮费
及包装用品费、 封装费。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周云武 通
讯员 邓诗棋 尹舒艺） 雅安灾区民众
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位万家丽人的心。
万家丽集团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全
体万家丽人行动起来， 向地震灾区人
民伸出援助之手！ ”今天上午11时，爱
心募捐活动在长沙万家丽广场6楼的
职工活动中心举行。

全国人大代表、省总商会副会长、
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带头向雅安
人民捐款20万元，顿时，1000元、2000
元……万家丽全体员工及万家丽家居建
材广场的400余品牌经理都来到现场踊
跃捐款， 把捐款箱和主席台围得水泄不
通。 一位刚捐完款的品牌经理表示：“湖
南和四川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

同胞遭受了困难， 我们理当要为他们抢
救生命和重建家园尽微薄之力。 ”

省光彩事业协会邓志群在捐款大
会上对万家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
看到万家丽市场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品
牌经理这么踊跃捐款捐物， 非常感
动。 ”黄志明动情地说：“万家丽的成长
要感谢党和国家，现在同胞有难，伸出
援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相信，只要
每个人都尽一份力， 我们就一定能和
灾区人民共度难关！ ”

据统计， 当天的募捐大会共募得
善款50万元，已交至省光彩事业协会。
鉴于目前灾区水、食物、帐篷等严重缺
乏， 万家丽将于近日继续与相关部门
联系组织大批物资捐献灾区。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聂海丽） 今天上午10时30分， 娄
底市湖南鸿冠集团向雅安灾区捐赠的15万
元的饼干和食用油， 到达庐山县龙门乡救
灾物资分发点， 由村里运输队和救灾官兵
运输发放到灾区同胞手中。 这是娄底首批
企业向灾区捐赠的物资。

灾难发生后， 4月22日鸿冠集团迅速
做出反应， 举办募捐活动， 共捐款近4万
元， 同时还为灾区捐赠20多吨、 价值15万
元的食用油和饼干。 活动结束后， 鸿冠集
团载着物资和善款的救灾车辆驶向雅安。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 工作人员冒着余震
的危险把爱心准点送达。

本报特派记者 荆彩

“给自己一个拥抱，不要怕被别人说是胆小鬼，有负面情绪
时，如果不愿向心理医生倾诉，就写在日记、微博、QQ空间里，只
给自己看。 ”4月24日，宝兴县中学高三年级复课首日，第一堂课就
是心理辅导课。

早上7时50分，记者看到，同学们正在各自教室整理课桌，
打扫卫生。

“回来上课，感觉怎么样？ ”
“距离高考只有45天了，我们才开始第二轮复习，心里还

是有点担心。 ”穿着枣红色卫衣、戴黑框眼镜的郑如月说。
“你想考哪所学校？ ”
“泸州警校。 ”高三（3）班的陈龙一脸认真，“当警察是我的

理想。 ”
“平时成绩怎么样？ ”
“一般，我喜欢数学”，陈龙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
记者了解到，陈龙家住穆坪镇雪山村山顶。由于山体滑坡，

雪山村两个组直到地震后第4天才与外界取得联系。
“和家人联系上了么？ 他们安全么？ ”
“昨天打通了电话，父母都还好，只是房子损毁太严重，不

能住人了。 ”
之前，陈龙一直在宝兴中学安置点当志愿者，帮助搭帐篷，

打扫卫生。
“累么？ ”
“不累，在大家都在援助我们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帮到别

人。 ”
早上8时20分，到校的150多名学生集中到多功能教室，开

始接受复课后的第一课———心理辅导。
“原谅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如果害怕不要自责……”心理

专家解释，地震发生后，学生普遍缺乏安全感。 重新复课，学生需
要时间适应。心理辅导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重回教室时不要惊慌，
能专注学习。

“本来今天是雅安市毕业班第三次会考，因为地震耽误了，
不知什么时候才考。 ”怀抱一摞英语试卷的高三英语老师杨涛
不无担心地说。

“现在仍然余震不断，在原教室上课安全么？ ”宝兴县教育
局教育股股长祝申跃告诉记者：“四川省住建厅已经进行了应
急评估，正常上课没问题的。 宝兴县中学是5·12汶川地震之后
新建的，可抗九级地震。”他同时表示：“县内各中小学校都会陆
续复课，但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可能要到5月中旬才能复课。 ”

（本报宝兴4月24日电）

“给自己一个拥抱”
———复课首日走访宝兴县中学

4月24日，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曹家坡社区组织党
员、群众及辖区单位、门店，开展抗震救灾募捐活动，为雅安
灾区募得善款20000多元。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三一救援队冒雨
给灾民送帐篷棉被

灾民跋涉几十里
为队员送来热饭菜

本报记者 唐爱平
4月24日的午饭，是三一救援队员进入震

区5天以来，吃到的第一顿热饭菜。
这顿热饭菜， 是芦山县思延乡石延村村

民跋涉了几十里山路送来的。“我们想要感谢
三一重工的救援队员。 ” 石延村一位村民说
道。

原来，4月23日上午， 三一救援队员在芦
山县实施震后救援， 听说思延乡石延村受损
严重，当天下雨降温，还有几十名老人、小孩
无帐篷居住。 现场副总指挥李标志了解情况
后，立刻决定率队前往。 随后，一个10人的小
分队， 携带5顶帐篷、30床棉被、10箱方便面、
20件衣物，冒雨上路。

当天上午11时， 三一救援队员从芦山县
城出发。 前往石延村的道路一侧是高山，另一
侧是悬崖。 道路受损严重，又下着大雨，平时
40多分钟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2个小时。

走到石延村村口， 救援队员发现两名60
多岁的老人，因为没有帐篷，夫妻俩只能坐在
危房里休息。 队员们立刻将一顶帐篷、一床棉
被分送给了他们。

抵达石延村后， 三一救援队将帐篷、棉
被、衣物、方便面等物资，挨家挨户分发到受
灾群众手中。“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领取救
灾物资的村民说，有了帐篷和棉被，就可以好
好休息了。

4月24日上午，在芦山县办事的一位石延
村村民得知三一救援队的午餐是稀粥和饼干
时， 赶紧跑到三一救援队指挥部，“村里别的
没有，热饭菜还是有的。 ”他当即打电话回村
里，让乡亲准备了六七十份热饭菜。 1个小时
后，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三一救援队的手上。

“这是我们5天以来吃到的第一顿热饭
菜。 ”救援队员说。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罗理力）“孙儿，加油！ 雅安
人需要你!” 4月22日晚9时许， 隆回县
石门乡石门村61岁的老奶奶张双玉手
握电话，激动地对孙子说。

张双玉今年20岁的孙子罗东升
2011年11月入伍，在四川某部服役，现
在当上了班长。 芦山地震发生后，他接

到命令赴现场救援。4月22日，罗东升打
电话回来说，他已在地震灾区奋战了两
天一夜， 参加抢救了几十名受伤群众。
得知孙子参加抗震救灾，张双玉一直盯
着电视看， 可怎么也没看到孙子的身

影，突然接到孙子的电话，老人高兴得
手发抖。 孙子一直是她的心头肉，儿子
儿媳在外打工， 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
她心疼孙子，但在电视上看到灾区的场
景，她更希望孙子能多救几个人。

“孙儿，加油！ 雅安人需要你”

4月24日， 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受灾群众领取生活
用品回家。 目前， 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抵灾区。

本报特派记者 刘尚文 摄

4月24日， 宝兴县灵关镇中学灾民安置点， 卫生
防疫人员对安置点进行消毒防疫。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24日15时35分，芦山县第三小学球
场临时停机坪，官兵们紧张地将大米、帐
篷等物资搬上直升机；飞行员、领航员等
早已就位，只等命令一到，就马上起飞。

执行空运任务的是成都军区第13
集团军某陆航旅。 由于通往灾区的道路
都被阻断。 尽快将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
送进灾区，将伤员运出灾区，成为该旅最
为紧迫的任务。

15时45分，接到命令的直升机腾空
而起， 向着芦山县受灾严重的太平镇飞
去。

因为是第一次搭乘直升机， 记者心
里有些激动和紧张。

机舱内， 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
欲聋，说话要贴近对方耳朵才能听清楚。

驾驶室里， 副驾驶员张尚年头戴耳
机，手握操纵杆，两眼密切注视着前进的
方向。 今年28岁的他本来定于4月20日
举办婚礼。得知芦山发生地震后，他毅然
决定取消婚礼， 紧急赶回部队， 参加救
援。

飞机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上空轰鸣而
过。

透过机舱的舷窗， 可以看到山脉中
大大小小的村镇和楼房， 大部分房屋都

已经严重损毁， 其中还有不少各种颜色
的救灾帐篷， 一辆辆装满救援物资的车
辆在路上行驶。

16时，经过15分钟的飞行，直升机
侧飞盘旋了一圈后， 降落在太平镇一个
学校的操场上。 等候多时的地面人员迅
速将救援物资搬运下去。

20分钟后，直升机再次升起，返回
临时基地执行下一次空运任务。

据陆航旅副参谋长兼机长的石金盛
介绍，他们曾参加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
援。 当年湖南籍飞行员陈林就是在救灾
中英勇牺牲的。

当天，该旅共起飞8批、16架次，为芦

山、宝兴、太平、大川等地震重灾区送去
棉被、大衣、帐篷、水、方便面等急需生活
用品12吨。

据统计，从20日中午参加救援任务
以来，截至24日，该旅共出动直升机46
架，飞行138架次，运送各类救灾物资20
多吨，救援人员928名，运送危重伤员18
名。

（本报芦山4月24日电）

上图为4月24日下午 ， 芦山县城 ，
成都军区陆航二旅的直升机往重灾区运
送大米等物资。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空中救援忙 ———亲历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
某陆航旅空运救灾物资

娄底首批企业赈灾物资送达

开福区中小学生零花钱捐灾区

万家丽向雅安捐款50万元

雅安��震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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