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國 專 題

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趙雪馨

汶川地震十周年‧義工篇

撫慰心靈 港義工感動巴蜀

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港人不

支援團體的義工赴川工作 574 次，涉及 1 千 391 人次。巴

僅捐款捐物，更赴川參加救援、參與重建。他們中，有人

蜀大地上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和汗水。如今，災區現新顏，

平均每年赴川 10 次； 有人長期駐守四川 8 年；有人呼朋喚

港區義工也大多從四川撤回，然而“聚是一團火，散是滿

友組團赴川……據不完全統計，10 年來，特區援川建設前

天星”，港區義工在四川留下的情義和溫暖歷久彌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四川報道

8 年，特區政府人員赴川工作 622 次，涉及 1 千 510 人次；

長駐災區持續關愛 引導災民走出陰霾
■香港義工李德偉和孩子們在
一起。
一起
。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香港義工收到了孩子們送的感謝卡。

■“四川青少年素質訓練計劃”香港義工團隊和災區孩子們在
一起。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Sir 的李德偉算得上是資深義工，在香
人稱李
港助四川災後重建的過程中，他主動申請來
到四川，駐守當地兩年之久。期間，他幫助孩子
們從地震的陰影中走出來，帶領他們學習生存本
領、面對困難的勇氣和將來成才的決心與信心。
“做有才有德之人。”李德偉說，這是他最想教
會孩子們的道理。

訓練逾萬師生 協助重拾信心

李德偉負責的是由香港童軍總會舉辦的“四
川青少年素質訓練計劃”，該計劃着重於協助四
川綿陽市、德陽市及其周邊災區青少年心靈的重
建，培養其身心、體格及群性的發展，使其重拾
信心，面對逆境挑戰，健康成長。
在四川的兩年，1萬多人次的學生和老師參加
過他的訓練。

做遊戲交朋友 用時間敞心扉

李德偉說，雖然這是一個災後計劃，但他很
少用書本上的災後知識來教孩子們。“我選擇和
他們交朋友，我會以做遊戲帶動他們，這樣很快
能和孩子們混熟，慢慢打開他們的心扉，這樣更
有利於他們的成長。”
因為有些小技巧，李德偉總是很快就能和孩子
們打成一片。李德偉說，孩子們需要通過遊戲、活
動過程，學會與人相處、學會面對困難、解決問
題，建立生活信心、提高生活能力、提升行為素
質。
兩年間，李德偉認識了很多小朋友，還多了
一個“乾兒子”——德陽的賴逸超，這對他來說
是一個“意外”收穫。

劈劈啪啪地響，大人小孩都嚇壞了。逸超媽媽
說，幸好房子沒有倒塌，親人沒有受傷。
李德偉接觸逸超時，孩子顯得內向而拘
謹，不太懂得和人相處。 李德偉注意到這點，
特別注意引導孩子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比如
在訓練中，他會讓逸超和孩子們找到解決問題
的不同方法。他特別注意安排逸超和孩子們一
起完成團隊合作。
逸超很喜歡和李Sir在一起。逸超媽媽覺得，孩
子跟着李Sir ，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分享，學會了
與人相處，例如與同學郊遊時給小伙伴們買水，大
家一起分享；後來長大了，學習上的問題只要有人
問他，他總是願意幫助同學解答。逸超媽媽又說，
不僅是孩子，許多家長也從李Sir那裡學到了與孩子
交流的方式。
現在，雖然李德偉已經離開德陽回到了香
港，但他對四川孩子們的關愛仍在持續，只要有
機會到四川，他就去看他們和乾兒子。
李德偉做義工很多年，收到了許許多多孩子
們送給他的卡片和小禮物，他把這些都好好地珍
藏着，他說，“等我老了，就把這些拿出來看，
多過癮啊。”

女失臂受助 母感恩助人
“地震後，是香港的慈善機構幫助了我的
女兒，後來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也想去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們。”李鴻英現在是香港
“站起來”慈善機構在四川的聯絡員，工作地
點就在地震後建起來的中國首個無障礙學校都
江堰友愛學校，聯繫和接送裝義肢的傷者做檢
查、換義肢是她的主要工作。學校裡的孩子管
她叫“媽媽”，她心裡就樂開了花。

初陪女兒赴診 替港專家翻譯
地震發生時，李鴻英的女兒夏鳳婷只有
7 歲，救出來後右小臂就保不住了，這對於
天 生 愛 畫 畫 的小鳳婷真是天大的打擊。後
來，在康復中心的香港專家得知這一情況，
便給小鳳婷裝上機電手。“孩子又開始畫畫
了”，這讓母親高興不已。現在，女兒已經
考上大學，專業也跟藝術有關。
李鴻英性格熱情，小鳳婷在康復中心療養
時，她總不在女兒身邊，而去幫香港專家當翻
譯。“他們剛從香港來，聽不懂四川話，我就
在中間給他們用普通話翻譯。”李鴻英說，當
時就只想着盡己所能做點什麼。
後來有一天，“站起來”的工作人員跟她
說，你加入我們吧，幫我們做些事情，李鴻英
想都沒想就答應了。“當時還說要給我發工
資，我連忙說，不要不要，我一分錢都不
要。”

引導孩子相處 啟發親子交流

辭職投身義工 輔導受傷學童

地震時，賴逸超只有 3 歲，小朋友坐在客廳
裡說，“媽媽，為什麼在搖”，大人反應過來是
地震了，趕快抱着他跑往廁所裡躲避。聽着房子

李鴻英原本做酒店管理，還做點小生意，加
入“站起來”後，她就全身心投入到義務工作當
中。李鴻英所在的都江堰友愛學校前幾年學生多

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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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陽劉華先：
香港人做事情
嚴謹的精神讓我們
■劉華先
深深敬佩，在援建
我們學校的項目時，港方工作人員一次
次親臨現場，認真敬業。香港方面對我
們災後重建的幫助，不僅僅帶來了資
金、技術，還有可貴的精神，我們
將銘記在心，發揚光大。

■肖加雄和女兒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李德偉和乾兒子賴逸超。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綿陽徐靜：
香港人李德偉，我一直很
敬仰他，他是孩子的好朋友，
好的人生導師。我們一直鼓勵
孩 子 要 向 李 Sir 學 習 。 在 他 身
上，體現了香港義工的大愛精
神，有愛心，有恒心，也傳遞着
正能量，
謝謝他和
香港義工
給我們
的正能
量。
■徐靜和兒子

德陽肖加雄：
對於香港義工的感恩，無法
用幾句話上百文字來說得完，
我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教育
孩子的方法，孩子從他們
身上懂得人要有感恩的心
和奉獻的精神，這會使
得孩子們受益終身。

■李鴻英（黑衣女）加入香港慈善機構“站
起來”當起義工。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數是地震中受傷的孩子。李鴻英說，自己喜歡
聊天，就經常和孩子們在一起聊，有一天，她
在輔導一個孩子做作業時，孩子突然開口叫了
她一聲“媽”，這讓她又吃驚又欣喜。
裝了義肢的孩子大多數兩年左右就要去
成都更換一次。從都江堰到成都，大約需要 2
個小時的路程。前些年忙些，李鴻英有時候一
天還需跑兩趟。隨着孩子們漸漸長大，需要協
助去醫院的人數少了。
如今，工作已不像開始時那麼忙，“不管
怎樣，只要傷者需要我，我就一定在。”李鴻
英說。

捐款捐物資 迅速赴災區
地震發生後，巨大的災難牽動世人的
心，香港迅速響應，各界紛紛以最快的行
動投入到抗震救災當中。十年過去，四川
各方對於震後出現在災區的“香港身影”
記憶猶新，亦飽含感恩之情。
據四川省港澳辦介紹，香港紅十字
會第一批人員在地震次日就到達北川
縣；百多名香港記者不顧個人安危深入

到災區最危險的地方，採寫了大量真實
感人的報道；眾多演藝界著名人士奔走
各地參加義演籌集賑災款項。

港府區外救援 歷來最大規模
香港特區政府啟動了最大規模的區外
救援行動，派出搜救隊、醫療隊、防疫
隊和飛行服務隊來四川參與救援。香

感恩手牽手 大愛燃希望
十年前的那場地震，山崩地裂，滿
目瘡痍；十年後再訪震中汶川映秀，這
裡已經是一座嶄新的城，只有地震遺址
還保留着十年前的原狀。在這裡，人們
傳唱着一首感恩的歌《映秀花開了》，
歌裡說，映秀是“人間大愛的地方，灑
滿真情和陽光”；映秀是“山清水秀的
地方，充滿生機和希望”。
2018 年 春 節 前 夕 ，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來到汶川縣映秀鎮考察，在當地他與

民眾一起炸酥肉、磨豆花，邊體驗邊
同一家人交流。總書記離開時，映秀
的人們向總書記唱了這首感恩的歌。
歌曲的詞作者木西就是當地人，他經
歷了地震和救援，他說，這首歌創作於地
震發生多年以後，歌曲想表達的，不再
是地震帶來的悲，而要找到人們生活中
的“樂呵”。他在走訪中，見到了80多歲
失去親人依然樂觀的老婆婆；見到了路
口手牽手前來旅遊的情侶……這些給了

港特區政府消防處和衛生署派出 43 人
搜救隊 5 月 15 日陸續抵達成都。醫院
管理局向四川省派出 55 人醫療隊。在
災區共完成 51 台手術，舉辦了 7 次心理
培訓。衛生署及食物環境衛生署派出 15
人防疫大隊，在重災區汶川縣映秀鎮實
施衛生防疫，參與了遇難者遺體處理和消
毒等工作。飛行服務隊向四川派出了 7 名
機組人員及一架超級美洲豹直升機，共飛
行 30 多架次，投放 4.5 噸物資，解救 119
名被困人員。

他寫歌的靈感。
歌裡唱到：“一個陽光的午後、我
走在愛立方的路口、看見了幸運草在微
笑點頭、告訴快樂就是手牽手……”。
木西說，地震時，救援官兵牽着地底下
伸出來的手，重燃生命的希望；地震
後，全世界的愛在這裡匯聚，大家手牽
手重建家園。大愛無疆，這首歌唱給習
近平總書記、唱給曾經幫助災區的人
們，感謝社會各界一路的愛和溫暖。
映秀花開了，午後的映秀溫暖清
秀，江水兩岸新的房屋和百姓生活一樣
嶄新閃亮，讓人們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