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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没
有惊慌、没有退却、没有选择逃生，而是
与业主与当地灾民齐心协力、抗震救
灾。他们的镇定、沉着、勇敢和团结协
作，奋不顾身的精神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和无私的大爱。

十年印记·我们在一起
唐 婧
十年前，苍茫神州，举国悲恸！天府
之国，
天崩地裂；孩子笑容，瞬间凝固。
十年后，昔日的汶川早已浴火重
生、
凤凰涅槃，焕发勃勃生机。
十年前，黄河水电作为气壮山河的
生死营救中的一员，
挺近四川灾区——
—
愿逝者安息，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叶一曳危情时刻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
8.0 级大地震，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强
烈的冲击波，从那样一块秀美的山川之
间发出，直至千里之外的青海。地震震
惊了全国，当得知震中遭受了末日般的
洗礼后，黄河公司员工都有了揪心的牵
挂——
—因为他们有 22 个兄弟在那里。
在通信不畅的情况下，公司艰难地
与在四川紫坪铺水电站 4 位人员取得
联系，
欣喜地得知他们人员安全。
因通讯中断，黄河公司在距汶川县
城仅 28 公里的薛城水电站从事运行和
检修的 18 名员工，无论怎样努力，还是
音信全无，薛城项目部员工的安危成了
公司几千名员工最为揪心的事情。
震灾发生后，位于高山峡谷的理县
薛城镇周边数百公里受到严重破坏，交

通全部中断。即便是这样，震后第二天，
时任运营公司副总经理任德宁率队冒
着生命危险在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灾区，
与薛城项目部联系，实施救援。
当得知通往理县的道路，经抢修于
5 月 14 日晚艰难打通，时任公司总经理
李树雷、工会主席张军带领电检公司经
理胡一栋及公司办公室、安全生产部、
新闻中心 人员 组成 的
抢险救援 队携 带三 车
救援物资，于 15 日凌
晨启程奔赴灾区，看望
在薛城电站的 18 名员
工。
叶二曳千里救援
5 月 16 日，过了
四川阿坝 州若 尔盖 草
原，穿越狭长而黑暗的
杂谷脑隧道后，救援队
进入重灾区理县。汽车
开始在刚 刚打 通的 狭
窄的盘山 公路 上颠 簸
前行，道路的一侧是峭
壁，磐石半山悬“挂”，一侧是激流奔腾
的杂谷脑河，山上到处都是被震塌的房
屋，路上到处是滚落的巨石、断裂的路
面。虽然有人员在随时清理，但随处可
见被石块砸得面目全非的汽车，被地震
“洗劫”过的蜀地满目疮痍，让人心疼。
16 日 11 时，由于前方道路塌方，在
距理县 1.5 公里的高家庄镇救援队和
前往灾区救灾的数十辆军车滞留，等待
道路的畅通。在这里，环顾四周山体，每
隔几分钟就有乱石从山上滚下，余震的
强烈让救援队始料未及。
在焦急地等待一个半小时后，道路
终于抢修成功，我们和军车一同开进理
县。
距此行的目的地越来越近，救援队
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些激动。可未曾预
料，车行驶不足 5 分钟，在 13 时 25 分

一辈子很短，
短到弹指间，已过十年，
即便芳华已逝，但是当初的记忆如此清晰，
十年后，
当初的救援队员仍是感触良多……

李树雷
(集团公司助理总经
理、水电与新能源部总经理，十年前任
黄河公司总经理）
地震后袁我们想方设法尧昼夜不停
地与薛城水电站联系袁 但是公路掩埋尧
通讯中断尧情况不明袁我非常焦急袁不清
楚在灾区的员工到底怎么样了袁在薛城
水电站 18 位员工的家属非常焦急袁一
时间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袁薛城项目部
员工的安危成了公司上下最为揪心的
事情遥
5 月 14 日晚袁当得知由阿坝州红原
县前往理县道路被打通的消息后袁我带
领着 8 个人袁装了满满三辆越野车的救
援物资赶赴四川理县薛城水电站遥
路 途 比我 想 象 的 要 艰 辛 很 多 袁地
震发生后袁交通严重受阻袁由于余震不
断袁山体不 断塌 滑袁石块 随时 滚落 袁我
们只有在刚刚打通又会马上遭遇掩埋
的公路上一点一点的前行遥 在快到理
县的时候遭遇强震袁 我们差点被山上
滚落的巨石掩埋袁 一辆车被砸袁 但是
所幸袁我们反应及时袁都成功撤离遥 在
历经生死考验后袁 我们没有一个人退
缩袁继续前进遥
经过艰难跋涉袁终于在 5 月 17 日 9
时 20 分到达理县薛城镇袁见到了 18 位
公司员工遥 看到他们都平安健康袁我心
里真的踏实了袁也非常激动遥 在突如其
来的巨大灾难面前袁 他们没有惊慌尧没
有退却尧没有选择逃生袁而是沉着尧冷静
地采取应急操作袁确保了电站和下游群
众的安全袁我为黄河公司有这样的员工
感到骄傲遥 我们带回了薛城项目部员工
平安的消息袁也带回了他们在灾区工作
生活情况的珍贵录像尧照片袁第一时间
向员工家属进行了通报遥
地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灾
难面前的团结顽强袁地震带给了我们苦
难袁 也凝聚起兴邦的力量遥 汶川地震
已经 过去十年 袁这十 年里袁中 国尧四川
还有我们的黄河公司都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袁祝
愿我们的祖国平安强盛袁 也期望黄河
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袁黄河水电人都幸
福安康遥

胡一栋 （黄河公司副总经理，
十年前任电力检修公司总经理）
今年距离汶川大地震刚好过去十
年了袁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遥
当年我在电检公司主持工作袁地震
发生时袁我们公司有 4 名技术人员正在
震区的紫坪铺水电站作技术支持袁他们
不顾个人安危袁迅速投入到电站应急处
置和恢复生产中袁每天从早上 8
点一直干到深夜 12 点以后袁夜
里还要参加每两小时一次的全
厂巡回检查袁 几乎是 24 小时连
续工作袁确保了电站的安全遥 正
处震区的我却因为道路阻隔无
法来到他们身边袁 至今深感遗
憾袁但他们无私忘我尧大义凌然
的态度和抗震救灾时众志成城
的精神依然感动着我遥
地震发生后袁我们和时任李
树雷总经理前往灾区救援袁途中
遭遇强震袁差点被山上震落的土
石掩埋袁至今回想起来都心有余
悸袁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袁
最终还是见到了震后一直没有
消息的离汶川仅 28 公里的薛城
水电站的公司 18 名员工遥 见到
他们平安无恙袁我们悬了几天的
心终于放下了遥 我们可爱的员
工袁 在大灾来临时没有选择退缩逃避袁
而是积极面对袁 尽全力抢修电站设备遥
看着他们面容疲惫袁但还坚持奋战在抢
险一线袁我真为公司有这样的员工感到
自豪遥
今天袁无论是当时地震的亲历者还
是旁观者袁除了对逝者的缅怀外袁我们
更要珍惜平安幸福的生活袁把我们的企
业经营好袁让我们的员工获得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遥

孙浩源 （黄河公司办公室主任）
十年前地震后第 3 天袁黄河公司时
任总经理李树雷亲自带队赴震区慰问
公司在地震核心区工作的 18 名员工袁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工作遥
这次经历使我有了更多的感悟袁十

救援队遭遇了自 5 月 12 日以来理县最
强的 6.0 级余震。四面山体冒出浓烟，
巨石裹挟着尘土纷纷滚落，眼看巨大的
石头向救援队一号车砸了下来，在紧急
中司机敏捷地向后倒车 5 米，成功躲避
了被塌方掩埋的危险。救援队员在黑暗
中弃车撤退，在漫天尘土中，爬上污秽
不堪的垃圾堆，跑向附近的理县电站躲
避，逃过了这生死一劫。
此次余震致使一号车副驾驶车门
被砸坏，四个车门变形，其余两辆救援
车也有严重的损坏。公路上很多车辆被
塌方掩埋，山上的房屋严重倾斜，不少
逃出的群众失声痛哭。
面对触目惊心的地震现场，面对被
余震再次堵塞的道路，救援队员心急如
焚——
—
在焦急地等待中，抢修工人们冒死
将道路于傍晚 18 时打通。
余震仍在继续，步履绝不停歇！幸
运的是被石块砸坏的汽车还能开动。
救援队伍冒险在道路打通后挺进
理县。从理县通往薛城的道路由于刚才
的余震再次阻断，救援队不得不在理县
县城露宿一晚。
次日一早，救援队开始继续前行。
尽管从理县县城
到薛城镇也就 24
公 里 的 路 程 ，但
这是一次艰难之
行。
从 四面 环 山
的理县县城出来
之后，原本的柏
油路，由于地震
一次次的摧毁已
经成了凹凸不平
的毛胚公路。在
狭 长 山 谷 里 ，修
筑在山腰上的公
路像一条飘带，
在强烈的地震作

用下，高高耸立的绵绵大山像被一把巨
大的斧子劈过一般，半个山体坍塌在路
面。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在 5 月 17 日 9
时 20 分，救援队成功到达理县薛城镇，
与先期抵达的运营公司任德宁副总经
理会合，见到了在这里的 18 位兄弟。

年后再次回忆袁仍有一种强烈的精神感
受遥
生命的顽强袁是因为有着坚定的信
念遥 在进入理县县城后袁我看到有灾民
在空地处搭建临时窝棚袁 但是每个人
的脸上都很乐观豁达遥 看着裂纹密布
的楼房袁他们说袁党和政府肯定会管我
们的袁现在要做的就是自我救助袁让我
们的军队去救援那些更需要帮助的
人遥 由于移动电话全部中断袁 县城中
间设了一个临时电话点袁 挤满了急切
想和亲人取得联系的人袁时常传来失声
痛哭的声音遥
工作的坚持袁是因为有着对事业强
烈的追求遥 运营公司薛城项目部的大坝
值班人员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袁果断开
启柴油发电机提门泄水袁展现了过硬的
技术素质和责任心曰电站值班人员紧急
停机袁采取必要避险措施袁并努力联系

任德宁 （陇电分公司党委书
记，十年前任运营公司副总经理)

大坝值班人员袁确认是否提门泄水遥 项
目部负责人逐个确认人员是否安全袁并
前往大坝找寻值班人员遥 面对灾难袁我
们的员工有条不紊袁 并没有被吓住袁而
是仍在坚守岗位袁履职尽责遥 他们在灾
难中表现出的凝聚力和奉献精神让我
感动遥
回顾这十年袁是黄河公司快速发展
的十年袁资产总额达到 919 亿元袁光伏
发电产业领跑全球袁 努力成为清洁低
碳尧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的积极践行
者遥
时光如梭袁使命在肩袁每一次的灾
难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更加坚强尧更加团
结遥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袁我们将
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
极地努力遥

叶三曳众志成城
刚刚亲身经历山崩地裂的 18 人，
奇迹般平安健康地站在救援队面前的
时候，
整个救援队的队员们安心了。
感谢上苍，他们离震中汶川仅 28
公里，但每个人都毫发无损。救援队的
到 来 让 灾区 18 名员 工 倍感 意 外 和 鼓
舞，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所有救援队的成员急切地询问当
时地震时的情景。据当时正在薛城电站
上班的薛城项目部三值值长杨涛介绍，
当时他和刘勋正在厂房值班，姚斌在闸
首值班，其余人员在生活区午休。地震
发生后，厂房剧烈抖动，两侧山体尘土
飞扬，操作台剧烈摇动，主厂房到处掉
落碎石、水泥块，
设备发出异样的声音。
在这危情时刻，他们首先想到的不
是逃生，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电

野5窑12冶汶川地震后袁公司有 20 多
位同事在那里工作袁由于地震的破坏已
无法取得联系遥 带着 20 多位职工家属
的期盼袁13 日清晨我和三名同事驱车急
切地赶往四川薛城镇遥
由于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袁给进入
灾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袁 道路不通尧油
料不足尧没有通讯袁还有不断余震带来
的落石危险袁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袁克服
了种种困难袁 于 14 日深夜艰辛地到达
了薛城镇项目部驻地遥 第二天一早袁当
大家看到我们出现在他们眼前袁都感到
很惊讶袁 能在这么快的时间赶到灾区袁
救援的部队也才刚刚到达遥 经过座谈交
流袁没有一人提出要回家袁表示在公司
的领导下袁积极投入到灾后生产自救和

恢复中袁体现了我们的职工队伍具有较
高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遥
在地震发生时袁 大家临危不惧袁快
速准确的应急处置袁在大坝设施遭到严
重破坏的情况下袁 紧急启动应急电源袁
安全地将水库泄水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袁确保了理县通往
汶川灾区唯一的道路的安全遥由于及时
准确的应急处置袁确保了主要机电设备
的安全袁为灾后恢复生产坚定了良好的
基础遥 随后的恢复生产工作中袁大家不
怕苦尧不叫累连续加班处理被损坏的设
备袁通过黑启动恢复了厂用电袁为最大
限度减少厂房进水造成的损失袁起到了
关键作用遥
回想这十年袁在经历了那次磨砺的
人们袁不仅历练了他们的意志袁更是深
深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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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安全，杨涛立即操作停机，切断厂
用至外来电源。为保证随后黑启动需
要，刘勋立即关闭了 3 台机组压油装置
出口油阀 105 阀，切除了直流系统所有
次要负荷。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又对
设备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 2 号主变 A
相高压套管渗油严重。
在闸首值班的姚斌感觉到地震后，
立即与厂房联系，但通讯中断。生死关
头，他冒着强烈的余震观察水库水位变
化情况，并对泄水设备进行了检查。检
查发现电源消失后，开启了应急用柴油
发电机。为防止漫坝，造成更大灾害，
他
一个人坚持到 5 月 12 日 19 时，打开 1、
2 号泄洪闸，向下泄水，腾空水库。此时
离地震已经过去了 6 个多小时。
据项目部负责人刘光蔷介绍，地震
发生后，很多同志主动请缨到厂房和闸
首去救援。待地震略有稳定之后，4 名人
员到距生活区 5 公里的厂房进行营救，
刘光蔷带着一名员工到 11 公里的闸首
救援。
前去救援的队员冒着余震频频，山
体滑坡的危险，毅然前往。救援人员到
达厂房后，对设备情况进行了全面检
查。切除了厂房所有厂用开关和直流负
荷，对一次设备做了相关隔离措施。有 2
名人员主动要求留在了厂房，以备应
急。前往闸首的救援人员躲着不断从山
上飞落的碎石，来回 20 多公里的路程，
他们摸黑走了 4 个多小时。
薛城电站的 18 名员工，在地震后
毅然坚守岗位，帮助业主进行电站恢复
生产的相关工作。
我们的 18 位兄弟在这及其特殊的

他们成长中不可多得宝贵精神财富遥 今天
他们中的多数都已在重要岗位上工作遥
未来的十年袁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开启了新征程袁也希望大
家继续发挥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尧肯干
善战尧敢于担当尧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
和过硬的作风袁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
大的成就袁也祝愿大家今后的生活更加
幸福美满遥

唐婧 (黄河公司新闻中心副主
任,十年前为救援队随行记者）
黄河公司新闻中心记者 2008 年 5
月 12 日袁12 时 28 分袁 地心的震动从秀
美的山川发出袁让人猝不及防地毁灭着
一切遥 震后袁我作为公司救援队的随行
记者袁和最年轻的救援队员袁挺进汶川遥
10 年过去了袁现在回想起来袁在灾
区的人民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让我深
深地震撼和钦佩遥
想想中的灾区人民哭声一片袁抱怨
一片遥 可经历过灭顶之灾活下来的人袁
他们乐观尧他们热心得让人心疼袁远远
超出了我的预料遥
在理县县城袁我们三辆野青 A冶的车
尤为醒目遥 很多人高声喊道院野青海的人
民都知道我们受灾了袁青海的朋友都来
帮我们遥 冶
在那里袁 大家都在帐篷外搭灶袁川
菜的香味弥漫这整个满目疮痍的县城遥
野么得事尧 么得事袁 没吃就和我们一起
吃遥 冶他们操着川话袁大声而热情地邀请
我们一起吃饭遥
一路上袁 救援队且行且感动袁10 年
了袁但我依然记得为我们指路的交警关
切话语袁带救援队一路突围的四川地质
厅冯先生袁从几乎要坍塌的房子里取出
水果袁硬塞给我吃的大娘遥
这些素昧平生人们让我动容袁这 10
年来袁依然长久地感动着我遥
当我们的救援队撤离灾区的途中袁
在余震频频袁险象环生的道路上袁我看
到救灾物资和志愿者大量地向灾区集
结遥 我顿悟袁所谓的野万众一心袁众志成
城冶袁 在中国人民抗震救灾中不是一个
口号袁而是城市的团结尧中国老百姓善
心的激发遥
也许 2008 年 5 月的中国袁 我们能
把这场地震理解为国家的一场劫难袁一
次阵痛袁地心中释放出让那令人恐惧的
力量袁但它唤起的是团结奋进袁是众志
成城袁是爱心无限遥
这场灾难带给我的不仅仅有地震
的痛袁更有温暖的重遥 而十年后袁这些互
相温暖尧这些无所畏惧袁依然深深感染
着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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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四曳感动灾区
我们一路前行，
一路感动。
山崩地裂，造成了狰狞恐怖的自然
断裂，却也呈现了可歌可泣的挚爱真
情。
在灾区的每一天，都有太多的事感
动我们，理县的群众也是灾民，却跑去
救灾，牵挂着比自己受灾更严重、更需
要帮助的人。他们的粮食并不富足，但
一路的灾民都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起吃
饭。
当救援队滞 留在距理县 1.5 公里
的高家庄时，救援队同志和当地一个老
人交谈，得知老人的家已经在地震中摧
毁后，从车里拿出几袋牛肉干给他，老
人死活不愿意接受。他说，
“我不能要，
你们出门在外，
不容易！”队员把牛肉干
硬是塞给了他，不料年过六旬的老人
家，迅速爬上爬下，给救援队摘樱桃和
山核桃，追着要队员们收下。
当救援队遭遇余震时，理县电站的
工作人员主动请队员们到厂区避难。电
站的工作人员为队员们端茶递水，在粮
食相当紧缺的情况下，无偿地为前来避
难的队员们炒菜做饭。电站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 12 日发生地震以来，他们已
经陆续接待了 100 多位群众。当救援队
在电站食堂吃完晚饭后，记者拿着照相
机要采访分管食堂的邵科长时，他说什
么都不让拍照，他说：
“人都有落难的时
候，现在大灾面前我们是一家人，这没
有什么。”
当救援队在理县县城无处落脚、即
将露宿街头时，理县医药公司的吴周强
主动把一个空帐篷让给救援队。然而，
他们 四 代 人 共 64 人 却 挤 在一 间 帐 篷
里。吴周强说，
自从地震后，这个空帐篷
前后共住过 20 多人次，有湖南来的货
车司机、有四川资阳的孕妇。
……
一路上，救援队且行且感动，这些
素昧平生人们让我们动容。是啊，即使
日常的喧嚣让我们彼此疏远，即使这个
并不完美的世界让我们相互戒备，在灾
难袭来的时刻，我们都以最善良、纯真
的一面坦诚相对。这，才是这个世界本
来的面目。

王允东 （黄河公司办公室主管）
回顾十年前袁车队接到公司前往汶
川援救员工的任务袁 我们毫不犹豫袁携
带上物资立即上路遥 5 月 16 日中午袁车
辆离理县 2 公里左右时袁一次大余震来
袭袁 我发现车辆右前方的山体滑落袁山
上的泥石瞬间崩塌袁我紧急命令司机停
车后倒袁司机反应敏捷袁快速倒离袁顿时
天色一片漆黑袁只听到车辆被击砸的声
音袁我们快速撤离袁山上的泥石不停地
向山下滑落袁我们艰难地撤离到一个电
站的生活区域袁在那里得到了当地职工
的热情帮助遥 在这样危险的时刻袁我们
的驾驶员还帮助把许多辆部队救灾车
开到安全地带遥 经过初次的经验袁一路
上我们躲过了各种危险袁克服了各种困
难袁5 月 17 日袁 终于见到了薛城项目部
的职工遥
汶川地震已过十年袁但这一幕幕都
还在眼前遥 在那次大余震中袁如果我没
有及时发现尧 如果司机反应稍有迟缓袁
后果不敢想象袁有点后怕遥 在过去的这
十年里袁 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我们希望公司越来越强大袁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遥

李建业 （黄河公司办公室主管）
回想起十年前前往汶川薛城电站
救援的经历袁一个个画面就像是灾难片
的片段一样不断浮现在脑海里袁亲历者
就是我们自己遥
当时由黄河公司派出的救 援队
第一时 间赶 赴汶 川方 向袁 在距 离 救 援
电站直 线距 离还 不到 几公 里 的 地 方 袁
我们一行 9 人第一次遭遇了余震带
来的危险遥 地动山摇袁 山体骤然滑
落袁 两 辆车 瞬间 被掩 埋在 黄 土 之 下 袁
我们的车距离腾空砸下来的巨石仅
几十公 分遥
汶川浴 70 多小时的惊心动魄袁70 多
小时的心灵震撼袁在那里袁我亲眼见证
了地震对生灵的惨绝人寰袁亲历了生命
在希望中袁又命悬一线的痛心遥 在危险尧
惧怕笼罩的氛围里袁最让我难忘的是灾
难面前同事之间的相互支撑与保护袁是
大家决不放弃一条生命的努力袁更感动
于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眼神袁不是朋
友更是朋友的握手遥
十年来袁 每每想到当时的场景袁就
会升起对生命的敬意遥 大难中的众志成
城袁 为了挽回一个生命的全力以赴袁成
为激励我面对困难的力量遥
活在当下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袁
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感动袁 祝福汶川袁
平安中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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