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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日）是雲南昭通彝良5.7級大地震發生後一個月。在這30天裡，

災區月內災情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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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們經歷了800餘次餘震和滑坡等次生災害侵襲，而在剛過去的中秋

雲南昭通市彝良縣連續發生5.7級、5.6級地
震。造成80人死亡、74.4萬人受災，房屋倒
塌3.06萬間，直接經濟損失37.04億元
昭通3.7級餘震造成1死1傷
彝良縣遭受暴雨，部分區域出現洪澇、滑坡
等災害。縣城降雨量達150毫米，縣城多個
地點被淹，城市供水一度中斷
彝良共發生800多次餘震，共緊急轉移被困
群眾12.56萬人
彝良縣龍海鄉鎮河村油房發生山體滑坡，18
名小學生及1名村民遇難

佳節，失去親人、失去房屋的災民們又如何度過？本報記者近日
再次赴災區現場採訪，發現縣城廣場的災民安置點正陸續撤
除，留醫的傷者也大多出院，學校開始恢復上課，政府和
企業也已經正常工作，災區生活逐漸步入正軌。雖然不
少暫住在帳篷裡的災民還面臨 許多困難，但不少人仍
對生活充滿信心：「我們會微笑 生活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譚旻煦、芮田甜 彝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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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下午，記者在彝良一中高一251班的
教室裡見到正在上課的袁家寬。地震時，
他在回家途中被山坡滑落的飛石擊中右腿，血流
不止，當時正好遇到在一線視察災情的溫家寶總
理，總理請隨行醫生幫他包紮，並讓救援隊用擔
架把他送到醫院。

溫總救助男孩 漸康復已回校

現在，袁家寬在教室裡聆聽同學的演講，走出
教室時，看得出他的右腳還未完全康復。他說，
他的開放性骨折經過治療已基本復原，9月21日
他回到學校上課。醫生告訴他，三個月後他就能
上體育課和同學們一起打籃球了。
說到總理，袁家寬臉上漾出溫情的笑，他說，
當時在貓貓山被石頭砸到腿，總理看到他，忙過
來扶他坐下，親切對他說：「別怕！別怕！」救
援隊把他送到縣醫院，由於
交通阻斷，他的家長未能及
時趕到，幾個同學在醫院裡
照顧了他三天。現在能坐在
教室裡上課，他非常感謝溫
總理，他說：「希望溫爺爺
別擔心我，我可以走路也好
得差不多了。我會和同學們
好好學習，不辜負您的關懷
和期望。祝願您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彝良大酒店餐廳門口，一
對新婚夫婦正在迎接賓客。
身 西裝的新郎翁光劍熱情
■10月4日，一對新人在彝良舉
招呼，穿 白紗的新娘余丹
行婚禮，他們的願望是婚禮能給
霞手持茶盤，親朋好友笑臉
縣城多添點喜氣。

祝福，現場熱鬧非凡。新郎小翁告訴記者，他和
新娘從小認識，可以說是青梅竹馬，前不久新娘
才從國外唸書回來，雙方原定在國慶節前舉行婚
禮，因為地震把婚期延遲到了國慶節後。新娘丹
霞說，地震給生活造成一定影響，現在災情過去
了，生活還是繼續，婚禮上她是最幸福的人，希
望他們的婚禮能給災區添喜。

新婚夫妻願望 為災區添喜氣

記者了解到，震區洛澤河鎮毛坪鄉也分別有兩
對夫妻在國慶節期間舉行婚禮。他們新房裡貼
紅紅的大喜字，掛 幸福的結婚照，茶几上擺滿
水果、糕餅，夫妻攜手迎接婚後新生活。
在9月30日，洛澤河邊的彝良民眾迎來災後首
個中秋佳節。一大早，村民們開始裝扮「新
居」，幾排藍色帳篷的入口處都掛上寫 「福」
字的燈籠。55歲的易萬芬正忙 掛燈籠，她家的
房子在地震中垮塌了，現在一家人住在一頂帳篷
裡，她說很多人的關心讓她的中秋節過得心裡很
踏實。
當晚，彝良角奎鎮新場村馬槓村民小組集中
臨時安置點300餘名受災群眾圍坐一堂，吃
自己做的飯菜、喝 包谷酒，大家邊
吃邊話家常，在歡聲笑語中度過中
秋佳節。「眾志成城抗雙災、振
奮精神度兩節」
，貼在鋼架搭
就大門上的對聯分外醒
目。華燈初上，各個
藍色帳篷上懸掛的
燈籠也相繼亮
了起來。
彝良縣重災區洛澤河鎮男子賴長全，在地
震中失去了愛妻，留下三個孩子和母親要他
獨立照顧，一個月過去了，賴長全對妻子的
思念一點沒減少。但他直言，生活還是要繼
續，為了三個孩子，他會堅強活下去。
今年中秋節，對於賴長全一家來說，本該
團圓的日子卻更顯傷心。不過，家裡還有老
人和三個孩子，賴長全決定還是要讓一家人
過這個節，這天一大早，他就到毛坪集市上
買了月餅和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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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燒火做飯。」他說，看到中秋夜家人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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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大樹操 堅毅不流淚
驅車在崎嶇泥濘的山路上，沿路坍塌
房屋正在建設，由於連續陰雨，道路兩
旁滑坡不斷，山間藍色帳篷零星點綴，
山下洛澤河江水滾滾。汽車抵達毛坪小
學已是午休時間，教學樓外搭起的帳篷
教室裡還有幾個學生，操場上，很多同
學圍成圈，把頭藏在手臂下蹲在地上，
圓圈中間的女老師唸 ：「我是一顆小
種子，慢慢長，慢慢長，長成一棵大
樹。」孩子們聽 話語慢慢站起來，下
巴上揚、雙手張開、擁抱藍天。
圓圈中心的女老師名叫王日出，是中
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援助站的工作
人員，他們首批援助者9月10號到達災
區，現在留在毛坪小學的有三個人，她
和同事方若蛟、復旦大學的志願者楊大
地。

估，消除隱患後開始進行團體輔導和個
別案例輔導。他們還將培訓當地教師，
教給他們心理輔導的方法。
11歲的女孩慧芳（化名）在地震中失
去母親，志願者王日出見到她時，女孩
每當被問及此事便情緒失控。毛坪小學
復課了，慧芳雖然回到學校，但一直悶
悶不樂，常常在上課時默默流淚。王日
出和她經驗分享自己親人離去的事情，
告訴她當時自己的心情以及後來如何恢
復到常態化，給她安全感。慧芳漸漸從
悲傷的情緒中走出來。
方若蛟說，現在慧芳還是不願意加入
到集體遊戲，但是她會開始接近群體，
看別人做遊戲的時候臉上有露出笑容，
這就是志願者們最大的安慰。

好爸爸悼亡妻：為孩子會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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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興福和小女兒興娛吃 月餅笑呵呵的表
情，自己心裡也溫暖起來。

災區餘震不斷 生活依舊困難
一個月以來，災區一直餘震不斷，賴長全
說，他家的房子新蓋不久，受損看來不是很
嚴重，所以這一個月來他們還是住在自己的
房子裡。不過這些天，連續多天下雨，看到
有些鄰居家的房子開裂，自己住 也開始覺
得不安起來。
村幹部給他們分發了帳篷，讓他們從房子
裡搬出來，但是洛澤河鎮毛坪村一帶山高崎
嶇，很難找到安全的安置點。他說，這幾天

村民自助互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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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孩子笑容 志願者長留校
方若蛟介紹，孩子們正在做的遊戲是
通過表達性藝術讓他們釋放內心的情
緒，從對周圍有畏懼的原始狀態到充滿
安全感的舒展狀態，遊戲能讓他們放
鬆，在集體裡重塑對未來的信心。在災
區，工作組首先進行前期溝通、調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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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找相對開闊一點的平地來搭帳篷，但可
能一兩天後找到安全的地方才能搬家。
賴長全工作的工廠現在已經開工了，不過
他覺得家裡孩子和老人現在很需要他的照
顧，加上妻子去世後，自己也一直悶悶不
樂，所以打算過些時候再回去上班。雖然生
活相對困難，但他卻堅定地說，「孩子還
小，需要我照顧，我有信心能好好生活下
去」
。
賴長全的大女兒興歡很懂事，她對記者
說：「我很想念媽媽，一想起來，現在還是
很難過，但我要幫爸爸一起照顧好弟妹，我
會堅強的。」

抱成團禦寒冬

毛坪鄉老街安置點10月2日剛剛成立，這裡一共安置
了200多名村民，空地上一頂頂藍色帳篷成了村民們
臨時的家。中午時分，一盆盆熱氣騰騰的菜端上來，
男女老少有說有笑地開飯了。這頓飯有豬肉，有白
菜，在放飯菜桌子的背後，有一封感謝信，上面記載
了為安置點捐款捐物的詳細情況。村民們高興地告
訴記者，吳奎給我們捐了一頭肥豬，而吳奎也是當
地的一名村民。
毛坪鄉是此次地震的重災區之一，地震發生後，
毛坪鄉老街的村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避險，10月2
日大家終於聚在了一起。為了互相照顧，村民們
分成四個組，輪流給大家做飯和打掃衛生，村民們的
大米和油現在由政府供應，村民們按照自己的情況，湊錢
■安置點的感謝信。
買菜。
村民吳安全說，災後，除了接
受救助以外，自己也要努力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正在說 ，一
名大媽的女婿送來1,000元捐款。
吳安全說，大家自己幫助自己，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過目
前，快到冷天了，老人和孩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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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更多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