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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近 4000 人的宝兴中学安置点内，饮食、医疗、银行、电力等服务均能有保证——

临时安置点 和谐大家庭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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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志愿者”、“让我去帮阿姨们
洗碗”⋯⋯4月 23日下午两点半，宝兴中
学安置点青年志愿者服务点前，9 岁的魏
明骋和 10 岁的王志浩毛遂自荐，要报名
当志愿者。青年志愿者服务点负责人陈龙
翼告诉记者，芦山地震发生以来，已有
800人在此报名成为志愿者。

在安置点的后勤工作组临时党支部办
公室外，志愿者正给帐篷里的群众分发泡
面、矿泉水等。最小的志愿者是一名 7 岁
的女孩。“一点都不累，我觉得很有意
义。”孩子开心地抱着一箱泡面，一路小
跑着消失在远处帐篷外。

临时党支部办公室 5 米外是临时炊事
点。负责熬制“大锅汤”的王娟告诉记
者，这个炊事点有 8 个灶台、十几口大
锅，每天要管近 2000 人吃饭，“每天中
午给大家分完饭菜后，我就要熬‘大锅

汤’。汤的配料是从县医院取来的中草
药，主要是防感冒。”

包括青年志愿者服务点、炊事点在
内，宝兴中学安置点内有近 20 个临时服
务站点和几十辆应急服务车，保障震后群
众的基本生活。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的临时安置点一共
有 8 名医护人员，带队的副院长杨英刚介
绍，每天早上 8 点医疗点开始对外服务，
上午约有两百多人来寻医问药。目前治疗
感冒、腹泻的常备药品充足，能够保证安
置点内的群众需要。

距离医疗点 10 米开外是宝兴县农业
银行搭建的流动银行服务车。4月 23日早
上 8 点，流动银行正式营业。农行四川省
分行宝兴县支行副行长欧丽娟说，流动银
行首先要进行灾区每人每天 10 元的救灾
补助款的拨付，同时为群众提供挂失、存

取款等业务办理。截至 4 月 23 日下午 3 点
20分，该流动银行共办理了 46笔业务。

安置点所在的操场跑道上停着一辆绵
阳市电力局抢险车。司机李代伟告诉记
者，绵阳电力局 100多名技术人员在翻越
小金县和都江堰郊区的两座大山后，于 4
月 21 日晚来到宝兴县，次日便对县城 5
公里外高山上的穆平变电站实施抢修，确
保县城部分区域的供电。“现在的主要任
务是检修变电站和巡查 3 万伏以上的高压
线路。”李代伟说。

4 月 23 日下午，记者在安置点看到：
宝兴县电力局员工毛春琼和同事们奔走各
帐篷间张贴安全用电须知；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的魏光东耐心接待着前来问询的村
民；即将复课的高三学生李洪背着装满消
毒药水的药箱，正在细致地往多个角落喷
洒药水⋯⋯看到大家都在无私奉献，64

岁的王少英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随机走进一顶 12 平方米的标准

救灾帐篷看到，4 个角落里坐着几位受灾
群众，地面垫着一层塑料薄膜，薄膜上还
垫着一层彩条布。5 个窗户都有两层，一
层纱窗，一层厚厚的帘子。“白天拉开帘子
通风透气，晚上合上帘子保温保暖，挺好
的。”40多岁的杨林春告诉记者。杨林春和
妻子正在照顾孩子吃饭，旁边几位宝兴中
学的学生正聚在一起聊天。记者与杨林春
交谈间，几位学生站起来与杨林春一家告
别。原来，他们回家的路已经修好了。杨
林春告诉记者，他们虽然只在一起相处了
短短两个晚上，但大家有些恋恋不舍。

快到晚饭时间，记者走出帐篷，看见
安置点的室内篮球场里，一场由 6 位学生
组成的篮球比赛正在展开，学生们挥汗如
雨，激战正酣。

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讯 记者张雪报道：据国家防总、
水利部前方工作组和四川省水利厅报告，截至 24 日 12 时，
四川省震区水库已排查 7709 座，其中震损 553 座；水电站
已排查 2830座，其中震损 219座。

对供水设施受损的灾区，通过采取应急抢修、设立临时
供水点、送水车流动供水等措施，基本保证了城乡居民生活
用水。4 月 20 日至 23 日，四川省水利部门对灾区城乡水源
地、河道断面和临时供水点等 20 个监测点 41 个水样进行
监测，除 4 月 20 日夜芦山河芦山水文站水质为劣Ⅴ类（总
磷超标）外，其他监测点水质良好，符合Ⅱ类水质标准，水质
与震前无明显变化。

水质与震前无明显变化

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讯 记者刘瑾从工信部获悉：自
4月 23日起，地震灾区通信进入全面恢复阶段，通信保障工
作向行政村挺进。截至 24日 12时，重灾 3县（芦山县、天全
县、宝兴县）的 233 个行政村，还有 87 个未恢复通信，恢复
率为 63%。

目前，通信恢复的重心主要是巩固扩大抢通成果、全面
恢复灾区通信：一是加强重点光缆看护，防止县乡通信再次
中断；二是保障各级指挥部和灾区群众安置点通信；三是加
快推进行政村通信恢复，尽可能为救援工作及灾后重建提
供有利条件。

通信进入全面恢复阶段

本报四川芦山4月24日电 记者钟华林 刘畅报道：
24 日下午 6 时，芦山县农村信用社向芦山县湘邻纺织有限
公司发放贷款 280 万元，用于企业震后恢复生产。据悉，这
是灾区银行业发放的第一笔恢复生产性贷款。

为解决该公司实际问题，芦山县农村信用社及时开展
调查、简化放贷手续、降低贷款利率，从企业申请到贷款发
放仅用了不到 2天时间就将贷款发放到了申请人手中。

首笔恢复生产贷款发放

4 月 24 日下午两点，在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
武家坝组，300 多位村民正围拢在救灾物资发放
点前热烈讨论。

“喊到名字的都有份，大家排好队。刘明红，
2 份；武明其，6 份；王安军，5 份⋯⋯”党员志愿者
武云梅对着手中的名单大声喊。听到名字的村民
或用背篓或用手抱，高兴地领到了婴儿配方奶粉、
幼儿配方奶粉、奶茶等救灾物资。

对村民而言，如今领到的每一份救灾物资
都能给生活带来很大帮助。76 岁的伍丛辉老
人抱着两袋奶粉，心满意足地说：“不管东西多
少，只要发到我们手里，我就高兴得很。”

的确，对武家坝组的村民而言，在经历了两天
无救灾物资可领的生活后，今天可算收获颇丰。
这个距芦山县有一小时车程的村庄，曾因路途遥
远，一度成为救灾物资发放的盲点。

“前两天我们这里很少有救灾物资发下来，听
说东西刚送到乡里，就被附近的村领完了。”武云
梅告诉记者。

在灾区各乡镇，派发救灾物资并非易事。
县、乡、村，层层传递，地震发生后的两天内，救
灾物资并不能保证发到每一位村民手中。因
此，给救灾物资算笔“公平账”在基层显得十分
重要。

近 10000 盒奶茶、3600 袋奶粉、近 2000 罐
奶粉——清点数字是领到救灾物资的首要任务。
将物资堆放到仓库后，挨家挨户通知村民领取物
资，并按照此前统计的每户的人数发放，是物资发
放的基本顺序。

“人数的统计以现在在灾区的人为准，有在

外务工或者赶回家看望亲戚的人到达后，村民
可以将最新的人数报给我们。”武云梅介绍，假
如出现富余物资，会统一存放在仓库，派专人
看管，并连同下一批送到的物资重新进行平均
分配。

伍丛辉目前家里共有 6 人，在外务工的有 4
个尚未回家。“我觉得东西发得很公平，让人很满
意。”老人朴实地说。

同一天上午 11 点，远在 30 公里外的王家村
簸箕坝组也在进行物资发放。

王家村村委会主任杨云华用沙哑的嗓音一
再向村民传达物资领取须知。“每人一件矿泉
水，12 瓶，每顿饭用 4 瓶，每人一桶泡面。3 岁
以下的孩子每人一袋奶粉，16 岁以下的孩子每
人一箱酸奶。”王云华告诉大家。

簸箕坝组一共有两个大队，村民 1500 余人。
4月 24日一早，大家便来到物资发放点排好队，志
愿者每叫一个人的名字，大伙儿便帮忙将矿泉水
和泡面装进他的背篓里。

杨云华说，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从龙门乡政
府运到王家村的，运抵后同样进行严格登记并发
放。“发放救灾物资是最敏感的事，村干部一点也
不敢马虎，一户人家也不能漏掉，这些都是大伙儿
生活的必需品。”杨云华十分负责。

记者观察到，与地震当天相比，龙门乡各村救
灾物资的发放已是越发有序。地震当天，这里的
村民每人每户不论人多人少，仅能领到一瓶矿泉
水，也没有人向大家解释物资发放的情况。

如今，村民们竖起的大拇指和满意的表情是
对这笔“公平账”最大的肯定。

严格登记 统一保管 公平分配

救灾物资有序发放 确保生活基本需求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4 月 24 日上午 11 点，记者第三次走
进重灾区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三次走
进王家村，变化在悄然发生。

最直观的变化是帐篷。4月 20日晚
上，地震刚过 12 多个小时，记者第一次
走进灾区时，当地群众大多三五成群聚
在路边，神情凝重。21 日下午，记者再
次返回当地时，公路两边已搭起一座座

“土帐篷”。称之为“土帐篷”，是因其所
用材料五花八门：好一点的是彩条布，差
一点的是经不起风雨的薄膜，还有少量
是破竹席。如今，各家的帐篷都用金属
管材支架代替了从废墟中找出的木头，
彩条布和薄膜也换成了防雨布。

当地空气环境也变化明显。地震刚
过时，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霉味；第二次
进村时，天空依然阴沉，压抑得让人喘不
过气。24 日，经历了一场大雨后，尘土
散去，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

在簸箕坝组路边的一个物资发放
点，记者看见当地居民罗熙正骑着三轮
车，往村里拉 20 多件矿泉水。“前两天，
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两瓶矿泉水，从今
天开始，每人可以领 12 瓶矿泉水，至少
够 3天用的。”

告别罗熙，记者顺着田埂穿过一片
竹林，见到 60 多岁的赵万芝和儿媳在井
边洗衣服。“这是震后第一次洗衣服。”赵
万芝说，“前几天没心思洗衣服，也没地
方晾。今天太阳好，洗洗晒晒，心情也好
多了。”

走到王先霞的帐篷已是中午 12 点。
她正在做午饭，节能炉里蜂窝煤烧得红
红的，钢精锅里的大米饭冒着热气。王先
霞说，家里粮食都塌在土里了，昨天每人
发了约6斤大米。“吃了几天方便食品，今
天闻着米饭的味道特别香！”旁边的一个
小伙子笑着说。

再往前走，见到村民张始元在清理
垃圾，从早上 9 点，他已经清理了 8 个垃
圾点。正说着，村民杨玉萍用小拖车拉
着清理出的两袋垃圾丢到垃圾车上。“还
有两公里路等着清理。”说着话，张始元
开着垃圾车奔向下一个垃圾处理点。

无名小河绕在村口，几只鸭子在水
中游来游去。河的两边是粗大的垂柳，
柳枝上叶片嫩绿。小河两边，油菜已基
本完成灌浆，用手捏一捏，硬硬的，应该
是一个丰收年。要是没有地震，这应是
一幅很美的乡村图画！

记者最后又转回村口，看见一群中
老年人正聊得热闹，是割菜籽、栽秧苗的
话题。一位老人指着一畦青油油的秧苗
和大片的油菜地对记者说，“你看，照现
在的天气，还有半个月油菜就要收割
了。眼下重要的是尽快把震坏的水渠修
好，到了该栽水稻的时间了。”

三进王家村 天天有变化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4 月 24 日，四川绵阳应急机械大队正在灾区排险保安全。四川省芦山“4·20”7.0 级

强烈地震抗震救灾进入关键时期。搜救生命仍在继续，救灾物资正从四面八方运往灾

区，卫生防疫、消防已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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