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川
震后进入灾区

用锅庄打开“心门”

沈文伟失亲，也发生在2008年5
月12日这天，在新加坡，他送走了父
亲。来不及收拾心情，6月2日，他便
踏在了四川地震灾区的土地上。

“我从未真实见到过灾难后的景
象，也没有任何救灾和灾害管理的经
验。”沈文伟坦言，尽管当时已经获得
了社会工作博士学位，但在此之前，
他只有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社工组织
工作的经验，“当时，我是以义工的身
份进入灾区。”

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沈文伟
以此概括自己最初在灾区的走访。

“当时并不是心理援建的最好时
机，我一直坚持的是，展开任何事情

的前提就是不添乱，不添烦，凡事一
步一步来。”一次，在映秀板房区，小
小的马路上，人们聚在一起跳舞，他
惊喜发现，有小组、有舞蹈，这正是自
然呈现出的做心理治疗的最好素材。

了解后，沈文伟知道这是一种叫
作锅庄舞的民间舞蹈，于是，他想要
组织一次锅庄舞晚会。接下来，在准
备的大半年时间中，居民们天天练
习，找服装、筹款，每周一起吃饭讨论
怎么办得更好，就这样，大家的身体
和精神都变好了。等到晚会当晚，两
千多村民聚在一起时，沈文伟再次被
震撼了，“我学会了一个词，重在参
与，大家就是为了开心而参与，仅此
而已。”

此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化元素被
应用到学校社区工作中，在汉旺小
学，沈文伟和团队请来地震中失去双
腿的舞蹈老师廖智，教残疾学生舞
蹈，在香港，他们组织了12个灾区小
孩进行表演，表演名为“舞动的生
命”，影响巨大。

“社会志愿服务，应该是让生命
的丰富来引领我们。”在“香港理工大
学四川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项目”
中，映秀小学社会工作站开展了“照
片故事”摄影小组，10个月，35名小
学生用3部普通相机，拍下了3276张
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善言谈的小
孩通过拍下姐姐的照片，表达自己的
喜爱，也有内向的孩子用照片故事，
讲述对于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坚
强。最后，这些作品被集结出版，名
字是孩子们自己取的：“映秀，你就是
个魔法师”。

沈文伟相信，真正的魔法师，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扶持，那是能够
扭转命运的力量。

培养
当年大学生义工

已是四川志愿界中流砥柱

付出和收获是相互的，一趟趟往
返于香港和四川，沈文伟在繁华都市
和田间地头的场景转换中，不知不
觉，对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也有了更深
刻的认知。

2009年2月，“香港理工大学四
川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项目”正式
成立。通过与四川本土大学合作，当
时项目共建立四所社工站，分别是水
磨中学、兴隆学校、汉旺学校和映秀
小学社工站。

最初，这些工作站一共有8名本
土社工、2名治疗师和2名专业督导，
并有9名香港的社工顾问支持。他们
从四川的多所大学中，招募了一批大
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到现在，我都
记得第一批每个人的名字，他们太让
人感动了。”沈文伟告诉记者，别看大
学生们年纪轻轻，但根本不怕吃苦，

“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暑假跑
到灾区，住在帐篷板房里，每天要做
大量的调研，而且还要写日志，记录
工作。”

直到现在，沈文伟来四川时，都
要和他们见上一面。有的大学生留
在了汶川，当了爸爸当了妈妈，虽不
是全都在志愿服务一线，但只要有空
余时间，还是会去当志愿者。有的学
生结束服务后回到成都，组建了自己
的社会服务组织，经过多年发展已成
为四川志愿服务领域的中流砥柱。
还有的学生，前往北京、广州和香港
等地继续深造，成长为专业的社工。

十年，伴随着这批大学生成长
的，除了沈文伟本人外，还有四川的
志愿服务体系。2013年芦山地震
后，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
建与管理学院的专家曾组织团队，对

四川的抗震应急做了研究和评估。
结果显示，对比汶川地震，国内各级
政府的应急响应速度更快、力度更
强。同时，四川灾区民众自救互救发
挥了很大作用，救灾组织更加有效有
序，这其中，应对汶川特大地震的经
验和灾后应对教育功不可没。

“可以说，四川为全球都提供了
一个志愿服务的模式和范本。”回到
香港后，沈文伟将四川工作经历写成
了《灾区儿童学校的社会工作手册》
《一起重生——三个震撼心灵的故
事》等灾区心理辅导和干预专著，被
学术界认为“为我国受灾群众心理干
预提供了样板”。

尽管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在香
港，沈文伟却始终认定四川就是自己
的第二个家。“完全不是计划中的事，
却这样发生了，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今年休假时，沈文伟回了一趟汶川，
那里有熟悉的人，有这辈子最好的兄
弟。离开前，他还承诺：“以后每年至
少回来两次。”

免费
1：1模型+VR体验
七大主题展馆等你来
武直10、歼31、海洋一号……这

些令航空航天爱好者尖叫的航天科技
成果，如今以1：1模型的形式展出，怎
能不令人心动？据了解，此次航天科

技展从11月9日开始，为期一周，现场
陈列有武直10类真模型馆、歼31类真
模型馆、飞天卫星探索馆、载人航天文
化馆、长征火箭历程馆、探月工程馆、
VR航天体验馆等七大主题展馆，市
民们不仅可以现场观看，还能“乘”上
小型航天机来场VR体验，感受宇航
员们的训练项目。另外在游戏区，还
有琳琅满目的航天主题X-box体感
游戏等你挑战！

而除了体验式展览外，活动现场
还将开展航空科普讲解，系统讲述中
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让学生们对航空
航天知识有深入系统的了解。这样一
场正能量满满的体验式展览，免费向
大众开放。不仅如此，现场还有一大
拨丰厚礼品抽奖派送！

大礼
写一篇观后感

新款iPad mini属于你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将

所见所闻所感及时整理记录，能让孩
子对此行的记忆更深刻，也是他学习
时代一次宝贵的经历。

此次征集于11月9日正式启动，
11月20日截止，面向全省小学、初中
学生。学生以“我的航天梦”为主题，
自定立意，自拟题目，字数不限，除诗
歌外，文体不限。届时，由名校校长、
语文名师组成的评审团，将本着公开、
公正的原则，对所有来稿进行评审。
组委会将从小学组、初中组的作品中
各选出6篇优秀作品予以奖励，奖品
包括新款iPad mini、航空航天等比例
模型等。

心动不如行动，这个周末，一起去
看展吧！

展览地址：成都市金堂县金鹰路
毗河畔保利·堂悦府

展览咨询电话：

028-85429969
投稿方式：来稿时请备注学生姓

名（笔名）、所在学校、年级、联系方式，
以 word 文 档 发 送 至 邮 箱 ：
314261841@qq.com。

获奖信息将于11月底通过封面新
闻APP公布，敬请留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晓蓓
任吉军

中小学生看过来
全省征集你的“航天梦”

从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上天，
到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启动；从杨利伟、费俊龙、聂海
胜、翟志刚、刘洋等航天员的成
功飞天，再到近两年天宫二号、
天舟一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
间实验室的成功发射……了不
起的中国人，用勇气和智慧筑起
华夏飞天伟梦！

为普及航天知识、弘扬航天
精神、传播航天文化，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携手保利集团，将于
11月9日在成都金堂举办“保利
爱国主义教育暨航天科技展”系
列活动暨首届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杯“我的航天梦”观后感征
集活动。

长征系列火箭模型。

中国空间站模型。

武直-10模型。

歼-31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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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商，意向投资者可与我司协商后采用不限于债权转让、抵押
物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拟处置资产基本信息：

（一）债务人名称：上海浦强物资有限公司、宝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

（二）不良债权金额：债权共6笔，涉及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6,784.84万
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2月28日）。

（三）抵押物坐落于成都市郫都区学园路148号“怡景城市花苑”，其
中住宅104套共计8992平米，商业用房40套共计4215平米，地下车位
1223个。

住宅户型：三室两厅一厨两卫，跃层式，建筑面积85㎡或88㎡，同时
赠送部分面积，实际使用面积超过100㎡。

（四）本系列6笔债权均已经判决确权，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同时，
除债权抵押资产外，本系列债权另行查封了成都市青白江区土地、武侯
区土地，上述查封财产均有本系列债权清偿空间。

欢迎广大投资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进行洽商。
联系方式：任先生 15221818657，方先生 18116386346。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香港学人陈锦棠：
四川有基础创新出本土化的

社会志愿服务模式
和沈文伟一样，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联合国际书院社工及社会行政系教授陈
锦棠也对四川了解颇深。“5·12”震后，当时还
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的他，开始一次次往返于
川港两地，为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在他看来，四
川完全有基础创新出一个本土化的社会志愿
服务模式。

“四川的民间凝聚力很强。”陈锦棠认为，
这是四川发展志愿工作最得天独厚的土壤，川
人骨子里的友善豁达，面对灾难后的坚强乐
观，让志愿服务的内容先于形式在四川落地。

陈锦棠说，相比国内的其他城市，四川发
展志愿服务的动力不同。地震后，许多义工
机构自发出现，在还没有政府扶持的情况下，
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他还记得，汶川地
震后，四川一位医生辞职，带着家里的30万元
存款，成立了一个很小的民间义工组织，最初
运转困难，但仍坚持志愿服务，直到后来，随
着组织运作越来越专业，现在已经是政府购
买其服务的专业义工组织。

“这样不求回报的付出，是义工精神最
原始的内核。”见证四川志愿者组织的十年
发展，陈锦棠感触颇深，当年，汶川地震后，
18万余名志愿者进入灾区，为四川本土培育
了带不走的公益社会组织，十年间，四川的
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迅速成长，专业化水平日
益提升，能更从容应对灾难，全方位参与社
会治理实践。

“这样自己摸索走下来的社会志愿服务
体系，有着更多的本土化和实践性。”今年6
月，陈锦棠再次来到四川，这一次，他更多的
感受在社区中，群众居民之间的相互帮助，

“这其实也是一种志愿服务，只是大家还没有
意识到。”

如今，陈锦棠依旧关注并参与着四川志
愿服务的建设，他所在的一个名为“参与式评
估交流群”的讨论组内，174名成员中有不少
来自四川的志愿者组织，“这个群每天从早到
晚都在说话，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把志愿服务
做到更好，大家都是劲头很足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殷航

志愿服务
情暖四川

V O L U N T E E R I N G

香港理工大副教授沈文伟

十年汶川“行义”
“四川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志愿服务的模式和范本”

◆十年如一日 感召香港大学生入川做义工
◆治愈行动中 见证四川志愿服务体系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殷航

摄影 李强

从汶川回到香港快一个多月
了，看着学校外的红磡体育馆和维
多利亚港，沈文伟偶尔会有点难以
适从。这些日子，他想起很多人，那
些接触过的孩子、映秀的每一条街
道，甚至是街角的烧烤摊。作为香
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副教
授，他早习惯在英文与中文间不断
切换，但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发给
朋友的短信中，会不自觉打出“要得
要得”，可等来的回复不是“好嘞”，
而是一个“？”。

这位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从未
想过，他和四川的羁绊如此深刻。

沈文伟熟悉四川，就像熟悉家
乡新加坡一样，从2008年“5·12”汶
川特大地震开始，十年间，他平均每
年要在四川待100天以上。他以志
愿者的身份进入灾区，带领团队，用
专业方法帮助当地人解决实际问
题。从和当地人保持得体且尊重的
距离开始，他一点点获得信任，最终
被视作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2009
年2月，“香港理工大学四川灾后重
建学校社会工作项目”正式成立，在
他和其余老师的感召下，每年寒暑
假，都有香港的大学生来四川做义
工。

“这十年，也是四川的志愿者和
社会服务迅速成长的十年。”从新加
坡到香港再到四川，在这场治愈与
爱的行动中，接受精英教育长大的
沈文伟，见证了四川在汶川地震后
迅速成长起来的志愿服务体系，他
将四川工作经历写成了《灾区儿童
学校的社会工作手册》等灾区心理
辅导和干预专著，被学术界认为
“为我国受灾群众心理干预提供了
样板”。

于沈文伟而言，过去十年，也是
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原本去北
京做家庭治疗的研究计划一再搁
浅，但走出象牙塔，他见到并感受了
太多人性美好。如今，对于未来，他
能确定的是，“若继续在中国参与社
会工作，我的研究就离不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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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后十年间，沈文伟（抱小女孩者）平均每年要在四川待100天以上，
他已将四川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

沈文伟将四川工作经历写成了
《灾区儿童学校的社会工作手册》等
灾区心理辅导和干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