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冒雨骑车
拖来12米长塑料棚布

“地震后最担心孩子嘛！”震后
刚10多分钟，学生家长罗渊成就骑
着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双河中学，
当时路面杂物很多，四周一片漆
黑，然而令罗渊成吃惊的是，学生
们全都安全撤离到了操场，老师们
呼喊着本班学生的名字，现场嘈杂
但有序。

在人群中，罗渊成先看到了孩
子的班主任欧炳艳，很快又找到了
儿子罗俊青。见大家平安，罗渊成
心头的石头落了地。

找到儿子后，罗渊成并没有离
开，而是帮老师集合学生，搬运各
种物资，奔波在校园操场各处。

不久，双河淅淅沥沥下起了
雨。“当时学生们跑得急，衣服都穿
得少，有些还打着光胴胴。”风大雨
大，罗渊成担心学生们淋雨感冒，
便主动找到欧老师，说自家有一块
很大的塑料棚布，可以拿过来为学
生们遮风避雨。

“一开始我并不同意，当时余
震不断，又是一片漆黑，还在刮风
下雨，骑车太危险了。”欧老师坚决
反对，但是罗渊成执意要去。半小
时后，淋了一头雨水的罗渊成拿来
了一大块塑料棚布。一起来的还
有他的妻子，除了担心儿子，两人
都希望能为学生们做点事。

罗渊成介绍，这块塑料布之前
是用来为庄稼遮风挡雨的，有12米
长、8米宽，当时容纳了两三百名学
生躲雨。

6月18日，双河中学成为受灾
安置点。罗渊成带来的遮雨布并
没有“下班”，又换上“赈灾物资”的
身份继续发光发热。

男生撑起“雨伞”
为同学撑起“一片天”

回到当晚，罗渊成的遮雨布一
到，没有老师要求，一些男同学主
动站在边缘，撑起棚布让女生和其
他同学站在中间避雨。

“真的很感动，男生们在这个
时候很有男子汉气概，有担当！”双
河中学高一学生苏锐说，她当时就
站在遮雨布中间，感觉很温暖！她
回忆，当时大概有二三百人在遮雨
布里扎堆避雨，“虽然很挤，但是心

里很暖，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在这块巨大的“雨伞”下，男生

们主动担起责任，高举双手，围成
一圈，轮流支撑起这块巨大的遮雨
布。

罗俊青因为长得高，也是在遮
雨布边上撑着的男生之一，“能为
这么多同学遮风挡雨我真的很高
兴，也为热心助人的父亲感到自
豪！”罗俊青说着看了一眼父亲，眼
神里充满了崇敬之情。

除了这个“大雨伞”外，刘庆、欧
炳艳等老师还和同学们一起撕下教
学楼窗帘等临时为大家遮风挡雨。

老师不顾危险
为学生抢拿御寒衣物

凌晨3时许，雨停了，折腾了大
半夜的学生们都很疲倦，许多人脚
冰冷也站僵硬了。为了让学生们能
坐着休息好，刘庆、欧炳艳等老师又
做出了一件“冒险事”——冒着余震
的危险，跑到教室里为学生们搬椅
子，还到宿舍楼去拿衣物棉被御寒。

“黑灯瞎火，余震不断，我们在
楼里都是急急忙忙的，衣服这些也
管不了是男生还是女生的，抓起来
就走。后来，学生们也非常互助，
不管是谁的衣服，你一件我一件的
就分着穿了。”刘庆老师回忆说，欧

老师还跑到了自己宿舍拿衣服棉
被等御寒物品给学生用。就这样，
在风雨和余震交替中，学生和学
生、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动和温暖
在不断交织。

双河中学女生宿舍管理员胡
方碧“胡孃孃”，在地震发生前刚送
一名脚部扭伤的女生下楼，突然地
震了，她赶紧冲上楼去组织其他学
生疏散，“女生宿舍在3到5楼，下楼
更花时间。”

当绝大部分学生都迅速跑下
楼后，“胡孃孃”突然想起宿舍还有
一个听力障碍的学生，“她有没有
跑下来呢？”于是她又转身向楼上
跑去，刚巧，这名学生出来了，“胡
孃孃”便拉着这名学生的手赶紧往
操场跑。这时，墙上掉落的几块瓷
砖砸中了“胡孃孃”，她的肩部、手
臂都受了伤，所幸不严重。

经常地震演练
此次疏散有序且迅速

“地震发生时，走读生都已经
回家，住校生正在寝室休息。400
多名学生均安全撤离，只有一名学
生轻微擦伤。”双河中学副校长尹
少权告诉记者，由于当地是地震高
发带，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进行地
震逃生演练，每学期开学第一课也
基本都是地震演练，所以，当地震
真正来时，学生都是有序撤离，“大
家自觉排成几行下楼，无人拥挤、
踩踏，迅速而有序。”

尹少权说，此次地震中教学
楼、学生宿舍、食堂、教师周转房等
都受损严重，几乎无法再正常使
用，其中实验楼在之前的地震中已
经受损过，这次更严重。学校2000
多米的围墙也倒塌了三分之二。

目前，双河中学学生复学时间
待定，而老师们都正常上班，每天
到学校听候安排，或清理校园内
务，或帮忙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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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至29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
演出开心麻花舞台剧《牢友记》；

6月29日晚，费玉清告别演唱会将在
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举行；

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克
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举行；

7月11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演出音
乐剧《熊猫秘境》；

7月18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剧《恋爱吧！人
类》；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斗
法》；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2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48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
安、乐山、内江、泸州、资阳、宜宾、自贡、巴
中、广元、广安、南充、眉山、德阳、绵阳
良：达州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
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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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19164 期 全 国 销 售
15844982元。开奖号码：797。直选全国
中奖4880（四川242）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5244（四川417）注，单
注奖金346元。18087795.23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64 期 全 国 销 售
10521054元。开奖号码：79719。一等奖
31注，单注奖金10万元。266902481.7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4场进球第19090期全国销售
917024元。开奖号码：13001011，全国中
奖8（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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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6·17”四川长宁6.0级地震特别报道

包工头冒险救出工友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金1万元

李中全的衣服上有大片
救人留下的血迹。

6月17日22时55分，宜宾市长
宁县发生6.0级地震，位于震中双河
镇的李中全此时正和母亲、八叔在
客厅聊天，而工人周朝宣则在里屋
睡觉。

地震发生时，李中全第一时间
推拉着自己的母亲和八叔往外跑
去，等到了屋外，他才想起里屋还
有一个人在睡觉。而这时，李中全
住的这所老屋子已经随着地震摇
晃不断，且电线已断，一片漆黑。

但李中全没有犹豫，他掏出自
己的打火机，冒着余震的风险，朝
里屋跑去。凭着对房间结构的熟
悉以及打火机跳动的微弱亮光，
李中全摸索着朝周朝宣所在的房
间凑了过去，很快他听到了微弱
的救命声。原来，地震导致一块

水泥板倒下，刚好压在了正在睡
觉的周朝宣身侧，几块碎砖落下
来把周朝宣的头和左大腿砸伤，
鲜血淋漓。

见此情形，身形瘦小、仅1.5米
左右高的李中全咬着牙，费尽全力
肩扛手抬，掀开了近百斤重的水泥
板，并半扶半背地把周朝宣挪出了
屋子。而最让人后怕的是，就在李
中全救出周朝宣后不久，这所脆弱
的房屋因地震的不断晃动而轰然
倒塌，所幸四人均已逃离房屋。

当周朝宣被送到医院后，李中
全又通宵照顾她，一直到18日下午
5时许，周朝宣伤情相对平稳后他才
离开医院，回家去向母亲报平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暄马梦飞

6月18日，封面新闻报道了
《四川长宁地震：热心包工头冲
进屋里救工友，刚出来房子在
身后轰然倒塌》，讲述了宜宾长
宁包工头李中全冒着余震风
险，用打火机照亮，救出被水泥
板砸伤的工友的故事。

6月20日，封面新闻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奖励
李中全1万元正能量奖金。

因为救人，李中全的手机
被埋在废墟下面，为了第一时
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多方打听
才将电话打到了李中全母亲那
里。

对于自己获得奖励，李中
全很意外，这个朴实且不善言
辞的汉子嘴里不断说着“感谢”

“高兴”的词语，以及一句“如果
我不去救她，她就要被压死！”

冷风夜雨中
一块塑料棚布为数百学生
撑起“一片天”
双河中学学生：有了这块遮雨布，就没有那么害怕了长宁地震发生当晚，当地刮

起了风下起了雨。一名到长宁双
河中学看望孩子的家长见状，立
即冒着余震危险，摸黑骑车回家
拖来一块长12米的塑料棚布。风
雨中，不少男生高举双手撑起棚
布，让女生和其他同学在“伞”下
躲雨，大家同舟共济度过一个不
眠夜！

20日，地震已过去3天，双河
中学由于教学楼受损严重，学生仍
未恢复上课，但老师们依然像往常
一样，准时到学校正常上班，其中
部分老师还当了救灾志愿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暄伍雪梅 马梦飞

长宁双河摄影报道

地震毫无预兆地发生了，
在这天地摇晃的生死关头，已
经带领家人逃出生天的他，为
何选择再次赴险？

最好的人性，总会在最危
难的时候显现出来。这是一
个有担当的包工头会做出的
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内心热忱
善良的人会做出的本能反应。

正是这种舍身忘我的精
神，让我们在每一次危难面
前，总能看到“最美逆行”的身
影；当我们在感叹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渺小时，却又一次次被
人性的伟大和坚毅震撼到。

我们并非血肉相连，但在
危难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个也不能少！

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生生
不息的原因，也是这人间最值
得期待的理由。

颁奖词

掀开百斤重水泥板 他救出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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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全在医院照顾周朝宣。

双河中学教学楼在地震中受损严重。

罗渊成和他的遮雨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