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和汶川，这两个相隔数千里的地方，都曾遭

遇毁灭性的特大地震灾害。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

频发重发的地震灾害，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

全国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

英雄壮歌。

2008 年 6 月 30 日，汶川特大地震 49 天之后，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指出，“在同特大地震灾

害的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十分

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

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

灾精神”。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源自全国人民全力支援

地震灾区的真挚情怀，源自灾区干部群众自救互救、

重建家园的生动实践，源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的充分彰显。

构建防震减灾工作体系

今年 7 月 28 日是唐山大地震 45 周年纪念日。

连日来，许多市民来到河北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

献上鲜花，缅怀地震罹难者。45 年过去了，唐山城

早已浴火重生，但人们不曾忘记灾难带来的伤痛

记忆。

那是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犹如 400

颗 原 子 弹 在 距 地 面 10 多 公 里 处 的 地 壳 中 轰 然 爆

炸。7.8 级强烈地震，将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重

地顷刻间夷为平地。

由于对特大地震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能力的缺

失，唐山大地震最终造成 24.2 万余人死亡，16.4 万余

人重伤。

灾难给地震工作者带来深思和警示：提前预报

地震是世界性科学难题，攻克难关绝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仅仅依靠地震预测

一条途径远远不够。

“研究大气可以发射卫星，研究海洋可以利用潜

水器，但固态地球的深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唐山

地震预报的失败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地震远不是我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地

球物理学家陈运泰说。

这场大地震中，除了未能作出短临预报之外，城

市没有进行抗震设防，干部群众对地震灾难缺乏心

理和组织准备，以及基本的自救互救常识匮乏等，都

是导致巨大损失的重要原因。抵御地震灾害不是单

纯的科学行为，不能仅靠地震部门完成和实现，而是

一项需要社会各方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参与

的复杂系统工程。

自此，地震科学研究与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开启

“两条腿走路”新阶段。199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以法律形式

确立“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正

式建立由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

震后救灾与重建 4 个环节组成的防震减灾工作体

系。2000 年 5 月，全国防震减灾工作会议在唐山召

开，会上明确要建立健全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

紧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的地震工作方针，为有效

减轻地震灾害提供更多保障。

广大地震工作者在地震预报科学探索、地震事

业发展思路形成和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完善中走过了

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筑起抢险救灾钢铁长城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又一个让所有中国

人刻骨铭心的时刻。由印度洋板块俯冲积累的巨大

能量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附近瞬间迸发，地壳在

短短 80 秒钟内沿龙门山断裂带向东北方向破裂了

300 多公里！美丽清秀的川北大地刹那间山崩地

裂，满目疮痍，数十万同胞被掩埋在垮塌的山体和废

墟之中⋯⋯汶川告急！北川告急！青川告急！整个

四川和中国告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

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汶川殇，世人皆痛。

但中国在悲痛中的坚强，让世人瞩目。

灾情就是命令。大地震袭来之时，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立刻展开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抢

险救灾。

地震发生后 13 分钟，人民军队就已经启动应急

机制。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

作，并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具体部署和落实抗震

救灾一系列重大举措。

“快！快！快！到汶川、上一线、救群众！”地震

发生后仅 2 个小时，成都军区两架察看灾情的直升

机冒雨起飞。同一时间，驻灾区的 9100 名官兵紧急

出征，南北并进开赴救灾一线。空中投送、铁路运

输、徒步翻山越岭，短短几天内，解放军和武警投入

兵力超过 11 万，涉及当时的各大战区、各兵种，包括

救援、防化、医疗防疫、通信等。

各级党组织切实承担起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

职责，成为抗震救灾的动员部、保障部。广大党员干

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后成立 2000 多个“党

员突击队”，近 5000 名党员在痛失亲人或家庭受灾

的情况下奋战在一线。

多个省份选派医疗队、救援队紧急赶赴灾区。

为给受灾群众赢得救援时间，赶赴北川县的天津公

安特警队员近 10 个小时水米未进，最终将 160 名被

困深山的群众解救。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特警

队员采取接力方式轮流背下山。长途奔袭，他们的

体力消耗已达极限，但没有一个人松口气。

从灾难发生的第一天开始，救灾志愿者们就无

所不在。来自唐山的 13 位农民兄弟立下“伤亡一律

自负，保证帮忙不添乱”的军令状，义无反顾奔赴灾

区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救援部队一起搜寻幸存者，帮

助搭建帐篷、装卸上百吨救灾物资。20 多万奔赴前

线的志愿者，与消防队员、子弟兵、医护人员筑起了

抗震救灾的钢铁长城。

天灾吓不倒共产党员、吓不倒人民子弟兵，吓不

倒灾区群众。面对灾难，正是始终坚持抗震救灾精

神，才创造了抗击灾难的中国奇迹。

有序开展灾后恢复重建

面对大自然的严酷考验，中华民族用患难与共、

风雨同舟的超强凝聚力，一次次证明中国人民在前

进道路上的坚不可摧。

2010 年 4 月 14 日，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玉树发

生 7.1 级强烈地震，全国上下倾力相助，进行了一场

迄今为止人类在高原高寒地区规模最大、成效最显

著的救灾行动和重建工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玉树

速度”“玉树奇迹”。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7.0 级地震再次重

创“天府之国”。震后 10 分钟，人民军队迅速开通陆

地救援通道和空中生命通道，职能部门高效协同、基

层党委政府坚决响应、社会力量汇聚形成巨大合力，

还有先进的抗震应用技术和防灾减灾设备，争分夺

秒投入震后救灾，为生命救援赢得宝贵时间。

今年 5 月 21 日 21 时 48 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漾濞县突发 6.4 级地震，震后 8 分钟地震速报全网发

布，包括震中位置、震级、到达时间。不少云南昆明

市民在看电视时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弹窗提示，并伴

有倒计时读秒，最短比地震横波到达提前了 27 秒。

从灾难中走来的中国人民，更加懂得自强不息、

守望相助，更加敬畏自然、尊重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加强防震减灾救援

救灾工作体系建设，为高效有序应对地震灾害提供

坚强的制度保障；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每年开展地

震重点危险区地震应急准备督导检查，新建城乡建

构筑物、重大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全面落实抗震

设防标准；各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进展顺利，农村

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持续开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加速转型升级，新组建地震灾害救援队 461 支。

我国已全面启动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

建设，将覆盖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地区、

新疆天山中段、西藏拉萨等 6 个重点地区，建设超过

1.5 万个台站，并率先向中小学校等 3000 多个示范

用户发布预警信息。

“发生地震后公众感到房屋摇晃，掏出手机一看

便知道发生了多大地震，这是地震速报的状态。而

我们正在做的地震预警工程，是要在大家还没感到

摇晃的时候，提示已经到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

主任黄志斌解释称，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电磁波

和地震波的时间差，让信息流“跑赢”地震波，提前几

秒至几十秒向震中周边民众及时发出提醒，抢出宝

贵时间完成紧急避险。

多难兴邦，实干强国。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就是一部自然灾害抗争史，但中国人民从未退缩、愈

挫愈勇，在磨难中成长奋起。

抗震救灾精神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笔

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力量。正如

2016 年 7 月 28 日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 40

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考察时强调：“我们

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

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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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监测预报研究到现在都是一个世界性

科学难题，也是典型的‘冷板凳’行业之一。之所

以有一批甘于寂寞的科学家继续坚守，是因为国

家和人民的需要。既然选择了，就义不容辞。”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科技委主任蒋海昆坚定地说。

蒋海昆已经在这个“冷板凳”行业坚守了 36

年，从地震的周、月、年度震情会商到地震预测方

法研究，再到汶川、玉树等显著地震事件的现场应

急工作，他始终坚持奋战在地震监测预报第一线，

甘当地震监测预报事业的铺路石。

蒋 海 昆 出 生 在 云 南 思 茅 ，属 于 地 震 高 发 地

区。20 世纪 70 年代，蒋海昆一家人住在土坯房

里，“有一次发生地震时，房顶掉下来的土坯正好

砸在我弟弟睡觉的位置，幸亏我们挂了蚊帐，掉下

来的土坯缓冲了一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回忆

起童年遭遇地震的经历，蒋海昆至今心有余悸。

从那以后，蒋海昆“钉”在了地震监测预报研

究一线。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质构造

图，他对地图上每条地震带都熟稔于心，能说出每

条地震带上哪年发生过几级地震。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蒋海昆把家搬进了

办公室。作为震后趋势判定具体工作的负责人，

他和同事们认真跟踪序列变化，及时获取现场一

手资料，对震后趋势做出科学研判，为抗震救灾指

挥决策提供依据。后方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又奔

赴前线。“在汶川地震灾区期间，我的心情十分沉

重。”蒋海昆说，“看到地震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伤

害，我更加坚定要做好地震监测预报研究。”

2010 年青海玉树 7.1 级地震发生后，蒋海昆又

是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我们开展地震研究只是手

段，目的是减少灾害损失，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对广大地震工作者而言，我们的初心就是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蒋海昆说。

作为我国抗震救灾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参与

者，蒋海昆见证了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最明显的

变化就是监测能力的提升。”蒋海昆说，随着我国

地震监测台网布局越来越密，地震发生后，从震中

定位到信息发布变得又快又准。科技进步对地震

研究领域带来的革新也显而易见，比如 GPS 技术

让我们不用再匍匐在地图上画坐标。

蒋海昆介绍，“地震应急一张图”“地震信息服

务平台”的落地，为地震应急指挥提供高效的信息

保障。地震信息已能在 1 分钟内覆盖上亿网民。

“任何一个冷门的科学都需要有人去探索，地

震预报很难，但地震人从没有停下钻研的脚步。

我相信，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所

收获。”蒋海昆说。

上图上图 解放军某部派解放军某部派

出多批直升机来到地震重出多批直升机来到地震重

灾区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灾区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

及时抢运伤员及时抢运伤员（（20082008 年年 55 月月

1616 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查春明摄摄

底图底图 青海省玉树藏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玉树市新貌族自治州玉树市新貌（（20212021

年年88月月77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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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本报记者

郭静原

甘当铺路石
本报记者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