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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驰援河南的志愿者：

累了就趴在救灾物资上睡觉
据河南省最新通报，7 月 16

日以来 ，截至 25 日 12 时 ，此轮
强降雨造成河南全省 139 个县
（市、 区）1464 个乡镇 1144.78 万
人受灾 。 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
86.19 万人， 目前紧急转移安置
人口为 85.2 万人（累计转移安置
131.78 万人 ）， 需紧急生活救助
29.6 万人。

灾情发生后 ， 一批批救援
队、 志愿者第一时间奔赴前线。
在与暴雨山洪抗争的过程中，他
们开展了哪些救援工作，经历了
怎样的考验？

任若男是濮阳市心灵家园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
较早一批运送物资到灾区的志愿
者。 4 个人组成的队伍，她算是主
心骨， 其中最小的志愿者是即将
读高中的 16 岁男孩。 “这次前线
采购的物资除了水和蔬菜， 还包
括救援队、志愿者需要的内衣。救
援队反映能不能送点内衣， 实在
是没衣服换了。 ”采访开始前，她
还在联系能够前往新乡的司机，
下午 4 点出发运送救援物资。

刘文莹， 两个孩子的妈妈 ，
加入志愿者协会以来已经志愿
服务了 4 年，这次带上了两个儿
子一起帮忙。

丁杨阳是爱德基金会救援
队的一员。 7 月 24 日，她到新乡
给紧急生命救援队运送救生衣、
冲锋舟、发电机等装备。

带两个孩子做志愿者

任若男团队 4 个人都是河
南本地的，从事各个行业。 其中
还有一位 16 岁的高中生， 经他

爸爸同意后也一直跟着任若男。
4 个人的队伍， 需要和其它组织
链接合作、 收集受灾地需求、采
购物资再统一送往前线。

“我们连夜把物资送到郑
州， 原计划在第一个装卸点把
100 件物资卸下来， 结果雨下的
太大，只卸了 20 件。 又赶往第二
个装卸点，到那的时候，还是下
大雨，没办法卸。 我们就等雨小
一点，雨小了就立马卸。 卸着卸
着，雨又开始哗哗下大……反复
几次。 16 岁的小男孩，累到就趴
在运送的物资上，直接睡着了。 ”
任若男说。

刘文莹，白天上班，空余时间
跟车去受灾各地。 7月 22日下午
在新郑分发救援物资时，两个孩子
跟着她一起去，大的今年 11岁、小
的才 7岁。“他们从前年就和我一
起到处做志愿者。这次河南灾情严
重，孩子问我他们能做什么，就把
他们一起带上了。想着能帮累的大
人递递水就好，结果孩子们也帮忙
搬东西，也帮上了忙。 ”

7 月 24 日，刘文莹和大家一
起给志愿者们做河南的烩菜和

烧饼。“因为物资过来的时间不
确定，好多志愿者就不回家做饭
了，我们做好饭送过去，他们吃
完可以在那多休息一下。 除了做
饭，有物资过来，我也要跟车、卸
物资。 反正我感觉哪里需要我，
我就去哪里吧。 昨天到（新郑市）
龙湖（镇）金王村的时候，已经晚
上 9 点多了。 卸好物资，再回到
新郑，差不多凌晨 1 点多，孩子
已经睡着了。 ”

丁杨阳所在的救援队主要
从事三个方面工作： 提供救生
衣、冲锋舟、发动机等装备，开
展比较紧急的生命救援； 提供
发电机、抽水泵、编织袋等保障
类物资， 协助受灾地区正常运
转； 还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物
资，包括方便面、自热米饭、水、
消杀用品等。

“我们是整个团队在运作。
在南京的同事负责收集需求、甄
别信息、购买物资并审核，我们
在前线，要找当地的一些合作伙
伴，请他们去发放物资并收集需
求。 我们也要根据当地具体情
况，收集新的需求，再反馈给南

京的同事，让他们去评估。 ”丁杨
阳介绍。

丁杨阳团队在河南前线有
两支小队， 一支在郑州及其周
边，另一支去了新乡。 白天忙完
之后， 大家要一起开会复盘，看
看哪些还做得不够，每天差不多
要忙到凌晨才能睡觉。

不能有效沟通很着急

救援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困
难。 任若男介绍，他们算是较早
一批运送救灾物资的队伍。 刚
开始，听说郑州那边发大水，司
机不愿意开车送， 上高速也需
要协调。

“晚上难找到落脚的地方休
息。 23 号晚上猎鹰（救援队）的队
长跟我联系，说 9 点多了，还没
吃饭，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住。 我
联系了新乡那边，说他们救援一
整天，晚上能不能帮忙找个住的
地方。 后来他们对接上了，还好
一点。 ”任若男说，“山东救援队
也反映，说缺内衣。 今天有爱心
人士、志愿者团队，问有没有需

要捐的一些物资，我说你们要买
就再买点内衣吧。 ”

虽然有困难，但任若男一路
上遇到的感动也不少。 她举例
说，早上 5 点多装卸物资，雨小
了一点。 有一家店是 24 小时营
业，店里有个小伙子就跑过来一
块卸。 小伙子家里面还有老人，
要赶回去照看，走的时候帮他们
把早餐都买好了。“我觉得好感
动啊。 人家看到我们在做事情，
也会跟着去做。 ”

丁杨阳也遇到了交通不畅
等困难。 他们着急要把物资送到
受灾地， 但路上积水车过不去。
在辉县市南寨镇下了高速，因为
积水，加上交通管制，没办法立
马过去。 后来协调换车，等水退
一些才开了进去。

通讯是另一个问题。 信号不
太好的时候， 信息传递不出来，
丁杨阳就很着急，没办法跟团队
快速有效沟通。 加上这次受灾范
围比较广，很多求助信息需要去
甄别，这些甄别也不容易。“还有
就是现场上厕所比较麻烦，所以
大家尽量少喝水。 ”

新乡、鹤壁这几天受灾严重，
丁杨阳还要在当地协助紧急救援
队伍，并对群众开展生活援助。

由于强降雨造成交通中断，
救援物资还不能点对点批量送
达新乡、 鹤壁的部分乡镇和村
庄。 但根据调研，一旦交通恢复，
这两地群众对食品、消杀等救援
物资会有巨大需求。 丁杨阳团队
在发放物资的同时，也为后续物
资中转做好准备，一旦道路条件
允许就立即运输。

（据澎湃新闻）

7 月 23 日， 一台 200 千瓦发电机送达郑州一家
综合医院

刘文莹大儿子在搬救援物资

【上接 10 版】

周如南同周功武的观点相似，
他认为，捐赠多少并不是由明星决
定的， 而是由其签约公司决定的，
同属于一家签约公司的明星，公司
会给予其基于咖位的设计。

演员杨紫在灾情发时第一
时间捐款 30 万元， 微博评论区
网友认为杨紫属于顶流女演员，
捐 30 万元并不合适。

后经网友了解得知，杨紫分
三次进行了捐赠，除了捐赠给郑
州市红十字的 30 万元以外，通
过河南省慈善总会和中国扶贫
基金会分别捐赠 50 万元。

杨紫的做法在周功武看来
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艺人在
捐款时也需要评估灾害，一开始
灾害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后来发
现灾情越来越严重， 进行了追
加，这与是否被裹挟无关。

此次明星捐款之所以遭受网
友“史上最严苛审视”，周功武认
为跟近两年娱乐圈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有关， 这些事件都没有很好
的导向。先前范冰冰、郑爽的天价
片酬， 很容易给公众塑造为富不
仁、挣钱太容易的形象。再到吴亦
凡事件，中间舆论过渡突然，很难
对这一群体产生好感度。

周如南很赞同周功武的观
点，周如南认为，“失德艺人”带来
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 他们作为
公众人物会对粉丝和正在形成价
值观的青少年群体带来很大的负
面影响。“明星天价片酬”事件，诱
导了公众对明星群体收入很高的
判断， 便会出现他们对公众人物
期待， 从而形成了网友对他们舆
论监督倒逼的社会性心态。

明星现场救援被质疑作秀

明星捐款“内卷”被不断探
讨的同时，近日，网上不断出现
了“明星救援实则作秀”的声音。

韩红带着王一博等志愿者
前往一线救援的行动似乎也没
逃过这场舆论。

微博“清汤火锅才珍贵”在
网上发文爆料，自称一线地区救
援队成员。 韩红和王一博在浅水
区使用了三辆动力艇，同一时间
深水区却有急症病人和难产的
孕妇因没船无法救援。“占用三
艘动力艇六个小时，你知道六小
时三艘船我们能救多少人吗？ ”

另有网友爆料，韩红救援团
队忙于拍摄， 未及时实施救援，

无视受灾中的女孩。
当天下午 14时，@作者海菱

发文公开质疑韩红与王一博的灾
区行是为了作秀而不是救灾。

她在其微博中写道：
“王一博韩红，请问你们是

专业救援队伍吗？ 请问你们去河
南省真的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
群众吗！ 韩红基金会，历年捐赠
能否每一笔都公示一下！

请韩红不要再代表明星去
作秀了，专业的人让专业的人去
作每次有灾情，韩红基金会各种
摄像机， 各种记者采访都到位
了，你这不叫救援，你这叫浪费
社会资源。 ”

7 月 25 日，蓝天救援队官方
微博发布“非救灾，请离开”的相
关文章，很多网友将其矛头指向
了韩红救援队。

晚些时候，蓝天救援队在评
论区对文章原意进行了解释，表
示蓝天发布的博文实际上仅针
对冒牌蓝天救援队进行诈骗、私
募等行为。

面对不断出现的质疑声，7
月 26 日，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就参与河南救灾发表声明，对相
关的质疑声进行了说明。

随后韩红转发该声明：“无
论怎样， 我做我认为对的选择！
无愧于心，无愧于曾经身上的这
身军装！ ”

7月 26日晚些时候，《中国青
年报》 转发新乡市新闻和官方呼
吁。同时提到，多支救援队伍向记
者反映，一些网络名人、明星涌入
新乡市等灾区救援现场， 不仅影
响救援，还造成粉丝观看、占用频
道， 并在网上发布不专业的救援
指导。 严重影响了救援工作。

其中强调，一些娱乐明星团
队自带救援车和船，但操作不专
业，往往一船救援一船拍摄，“像
演戏一样”。 专业救援团队建议，

“网红”“明星” 应该回归自己熟
悉的网络世界，而不是当场“造
人”“助人”。

据微博“碎叫”爆料：韩红老
师是阜阳中青救援队 (原阜阳蓝
天救援队)邀请的，并没有告知前
线队员王一博去参与了。

阜阳中青应急服务队的一名
韩姓队员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7 月 23 日下午，韩
红、 王一博及团队跟随阜阳中青
应急服务队开展救援工作， 使用
船只三艘（2 条皮划艇，1 条冲锋

舟），均为阜阳中青应急服务队所
有。网传图像为真，但不存在明星
团队侵占船只； 不存在浅水区滥
用船只；不存在忽视不救。

“大家都在做事情，没什么
假的。 ”该队员反对以“作秀”形
容明星团队的做法，“但凡用脑
子想一下， 谁会拿着 3000 万，冒
着生命危险跑到河南去摆拍？ ”

周如南表示，明星公益体现
的是社会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我很反对公益动机论。 就算是作
秀至少对社会是有行动的，对社
会是有正面性效果的，前提不是
那种特别拙劣或粗鄙的形式主
义作秀。

邓国胜则认为， 长期看，还
是应该注重培养健康的现代慈
善文化；短期看，要加大《慈善
法》的宣传力度，让网友、公众了
解《慈善法》的精神和内容。 同
时，媒体和社会要积极引导健康
的慈善文化，包括对粉丝的教育
引导，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营
造良好的生态。 否则，任其发展，
反而会影响更多的公众、明星参
与慈善的热情，包括紧急救灾和
日常慈善的参与，不利于我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