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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 
紧迫性及“思想”内涵新探 

□戴钢书  谢玉进  任雪梅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本文认为，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紧迫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生命财产损失重大，

导致生活信念丧失；重建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干部身心交瘁；资源分配利用欠当，导致思想困惑重

重；信心接连遭遇重创，导致精神灾害泛滥。其思想内涵由理念、价值、精神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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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虽然过去接近一年，但大地

震的阴霾并未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消逝。逝去的亲人

已无法挽回；残缺的身体亦成必须接受的现实；曾

经美丽的家园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最新数据显

示，大地震造成69227名同胞遇难、17923名同胞失

踪、1510万人民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房屋大量

倒塌损坏，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工农业生产遭受

重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次生灾害举世

罕见……数千万受灾群众背负着沉重走向了艰难的

重建之路。这种沉重是空前的，是思念亲人的煎熬，

是身体残缺病痛的折磨，是对美好过去的苦苦留恋，

是对重建中无数困难的抗争。这种沉重无时无刻地

拷问着灾区的人们：未来在哪里？在拷问中很多人

依然坚强，而有些人却做出了极端的选择：10月3
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10月18日都

江堰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罗桂琼自杀身亡；10月24日
平武移民办主任罗世斌过劳死亡,11月11日北川男子

杨俊杀妻后自杀身亡，12月5日北川邓家海光村朱华

会上吊自杀，12月10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自

杀身亡，12月13日绵阳市刚满40岁的绵阳市政府办

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当地闹市区一酒店内跳

楼自杀身亡，2009年大年初四，北川擂鼓镇板房区

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女子王雪梅上吊自杀身亡，大

年初七，平武县南坝镇石坎片区建全村袁照贵上吊

自杀身亡……[1]这是多么难以承受的沉重！这是多

么需要引起关注和反思的沉重！面对这种沉重，我

们如何应对？除了物质上最大支持、心理上最大的

安抚之外，思想的重建迫在眉睫！只有从理念、价

值、精神三个层面推进思想的重建，广大灾区群众

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对抗沉重的武器——精神的力量

——挺起精神的脊梁，美的霞光万丈！我们在此呼

吁大力开展灾区群众的思想重建，并将以我们有限

的力量投入到严峻的思想重建的研究和实践中去，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我们初步的思考。 
沉重仍在继续，甚至加深，联合国国际劳工组

织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康斯坦丝·托马斯预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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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荐言：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不仅是衣食住行方面的重建，更是理念、价值、精神方面的重

建。面对财产生命损失的双重打击，面临繁重的重建任务，面向失去亲人的万般痛苦，树立起正确的理

念、价值、精神是我们应对这一切困难的重中之重。这一组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在5·12
汶川大地震即将一周年之际，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念、价值、精神方面的重建将日益显示出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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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直接带来150万人失业，还有许多人间接受地震影

响失业，“全球经济放缓令广东和浙江等承诺帮助

灾区人民实现就业的省份也很无奈，因为它们自身

也面临失业人员逐渐增多的局面。”映秀镇副镇长

李强说：“映秀镇70%的城镇居民没有工作，这是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我们基本上能提供食

物和住宿，但给人们找工作是个巨大挑战。”工作

难找、政府的资助也即将结束，很多灾区群众的未

来仍不明朗。未来在哪里？——依然是无数灾区群

众缠绕心中的痛。再加上自杀气息的弥漫，灾区群

众的思想重建更是刻不容缓! 

一、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紧迫性 

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紧迫性表现在四个

方面： 
（一）生命财产损失重大，导致生活信念丧失 
首先，地震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导致人们寻

问何以慰藉生者、何以重建家园、何以再生往日的

生活。地震使一些人在地震之后长时间始终处于痛

失亲人的阴影里，不能自拔。就普遍意义而言，它

是诉说了一个关乎地震灾区人们生存实况的悲剧性

隐喻：自己辛苦挣下的家业在顷刻之间就没有了，

打击是沉重的。亲人不在，何以慰藉？家园不在，

何以重建？生活不在，何以再生？这是导致有人选

择自杀死亡的重要原因，上面的罗桂琼、杨俊、朱

华会等自杀身亡就是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在给予

灾区群众巨大物质支持时，如何帮助这些群众从思

想上战胜这些困难，是重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现实物质生活上难以忍受的困难，必然

影响、引发、加剧人们对社会、对政府、对生活、

对未来的信心、信念危机。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还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许多群众还住在单薄的活

动板房，难以抵挡得住深夜蚀骨的寒风；生活用水

的卫生条件令人堪忧；青壮年劳动力没有工作，无

所事事。灾区基层干部生活也是捉禁见肘。在北川，

一个机关干部月收入仅一千多块钱，但目前必须在

安县安昌镇和绵阳同时租房住，因为上班地方在安

昌，在余震活跃期未过情况下，安昌镇并不是十分

安全，因而孩子只能选择在绵阳就读。两地租房的

费用几乎占去工资的四分之三，而他们用于直接生

活的开支甚至不到三百元，其中还不包括绵阳至安

昌的经常往返交通费。在我们短时间内还无法克服

这些面临的困难时，如何帮助群众从思想上正确认

识这些困难，并找到应对这些困难的办法，也是重

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重建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干部身心交瘁 
首先，地震及洪灾两次蹂躏，大量干部遇难受

伤，繁重的任务导致灾区干部心力交瘁，备感疲惫，

心理、思想创伤无法自愈。在北川，短短的5个月时

间里就遭受了地震及洪灾两次蹂躏，抗震和抗洪以

及灾后重建的工作任务非常重，各单位和个人都承

担着繁重的任务。同时在大地震中造成北川466名干

部遇难，占全县震前干部总数的23%，还有两百多

名干部受伤。干部的减少使工作量大增，因此北川

的干部工作压力很大。一时间，灾难突至，猝不及

防，成千上万村民们要吃要住，加上村民怨气滿天，

上面不满意，下边怨气多，作为中间环节，承上启

下，两头受气，基层干部无法不焦虑。他们从废墟

中爬出还来不及救自己的亲人就已经投入到紧张的

救援工作中。长时间以来，他们已心力交瘁，备感

疲惫，心理创伤无法自愈，思想疙瘩无法解开。5·12
地震后，北川政府机关没有了节假日。全国人民都

在十一黄金周快乐度假，但是北川没有。对节假日，

北川很尴尬：抗震救灾，举国机制，全国救援，处

于灾区，政府机关理当只争朝夕。但是，没有一个

人是铁打的。地震后心灵创伤的阴影不是党性或者

行政法规所能调整的，还必须通过经济的、政治的、

思想的有效手段打组合拳，才能帮助灾区干部思想

上硬朗起来。 
其次，在军队和志愿者逐渐撤离之后，灾后重

建的重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特别是县乡镇一级

干部，心理承受着多重压力。如上级的检查督促、

新闻媒体的舆论、受灾群众的实际要求，甚至还有

来自社会各个团体组织的探访调查等等。茂县黑虎

镇的一位镇长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就显得十分疲

惫，日常工作的压力就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了。同时，

灾区干部的思想压力也很大。他们既是地震灾后的

受难者，也是灾后重建的执行者；既背负着对家庭

的愧疚，又肩负着安抚灾民的重任。在我们的调查

中，乡镇干部的压力最大，村级干部最有威信。如

果思想重建没有跟上，很难避免较长时间内重复干

部自杀的现象。基层乡镇干部都承受着很大的思想

精神压力和重建任务，但他们的意见、想法、愿望、

要求没有发泄、诉说、澄清、确认的渠道，只能自

己独自‘舔伤’，这种情况在灾区比较普遍，也是比

较危险的。如何化解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的

精神压力和紧张情绪，如何正确认识重建中产生的



 灾后思想重建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11卷）  第2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pr.2009,Vol.11,No.2 

31.

大量似是而非、难以取舍的二难思想问题，就是一

个急切的现实问题。 
（三）资源分配利用欠当，导致思想困惑重重 
第一，物质重建的成本很高，重建将成为民众

的巨大负担。地震给灾区房屋造成了普遍的“内伤”，
重建既必要又急迫，这种情况造成当地建筑成本上

涨。以劳务输出为主的灾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灾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双重压力，这种压力在

今后较长时间内将转变为思想问题。 
第二，灾后重建涉及庞大的资金、资源的分配、

利用问题。在面对利益分配时，一些旧的观念重新

出现、新的矛盾不断产生。例如由于平均主义观念

作祟，对援助物资、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并非

完全公平问题，会引发灾区群众的强烈不满，由此

引发干群关系的紧张。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给予的

大量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灾区一部分群众的

“等、靠、要”的思想。这些思想问题，都需要在

今后的灾区重建中高度重视。 
第三，重建过程中存在等、靠、要等思想，造

成了援建单位与灾区的关系紧张。地震打击了部分

灾民的信心，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们不愿

意参与到政府组织的重建中来，给当地政府部门的

工作造成了压力。 
第四，地震也扭曲了灾民的心态。我们在安县

灾民安置点听到最多的就是“公平”两个字，灾民

们还没有能够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在追问公

平，他们把任何不如愿的行为都视为“不公平”。如

果不能及时疏导，极易因个别事件引发社会问题。 
（四）信心接连遭遇重创，导致精神灾害泛滥 
精神卫生专家早已指出：信心接连遭遇重创，

连续的焦虑将导致抑郁，这是全球震后普遍现象。

董玉飞、何宗华、赵学亮等生前患有抑郁症等心理

疾病，这是他们悲观厌世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

来，像董玉飞一样的基层干部将一切压力都沉淀在

肚子里，没有人能看出来。接连遭遇巨大天灾后，

选择活着比选择死去需要的勇气太多太多了！在废

墟下，选择死去可能只要一分钟，甚至更少，但选

择活下去，要面临怎样的努力和承担怎样的痛苦！

“对于象我们这样亲身经历过5·12地震的幸存者来

说，心理的承受能力已经基本到达极限，而再次经

历9·24暴雨泥石流，我们的心理已经是伤痕累

累……”[3]“活着真累、活着真苦！”[4]这片只能自

己默默独自消受的苦涩情愫，也许正像一个个肿瘤

细胞一样，在受灾地区基层干部心中快速地复制和

泛滥，制造着又一个5·12地震的另类次生灾害——
精神灾害。抗击精神灾害，思想重建是重要的应对

之策。 

二、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思想”

内涵探析 

本文是把理念、价值、精神三个子概念纳入思

想总概念之下进行讨论的。 
此处的理念是指理想的、总体性的观念，是世

界观、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理念凝聚并支配着诸多

具体的观念[5]。理念就是真理；因为真理即是客观

性与概念相符合。理念具有客观性，是客观性的观

念形态。理念充满辩证法，是辩证法的体现。理念

具有特殊性，其作用的发挥因时空条件而变。 
此处的价值是指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

间的一种关系。某种事物或现象具有价值，就是该

事物或现象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

目的所追求的对象。价值是关系范畴，是在人的实

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

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

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

相接近的关系。价值关系是客观的，先进的价值判

断以正确地反映这种客观关系为前提。它的作用主

要是指导选择，解决某件事值不值得做，在值得做

的事情中应该优先选择哪一件做的问题[6]。 
此处的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群体等在长期共同

生活和自觉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

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生存活力、精神气质的总

和。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群体等在一定自然环境

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方式，反映的

是一个民族、群体等的文化传统、意志品质、精神

风貌，支撑的是一个民族、群体等在各种极为不同

的优劣条件下存活兴旺、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激

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精

神是状态范畴，是描述一个民族、群体等的主观精

神状态的。塑造精神，主要是对思想境界提出要求，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的作用主要是激发主观

能动性，鼓舞士气，造成值得做者必做成、最值得

做者必先做成的精神氛围[5]。 
汶川大地震灾后思想重建有着丰富的思想内

涵。它是上述理念、价值、精神意义上的重建，是

对汶川大地震前后理念、价值、精神的恢复、继承、

改进、创新和引领，是在政治、道德、法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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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哲学等学科领域对理念、价值、精神的重建。

这次汶川大地震，党和政府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给予

了灾区人民大量的物质支持，这是极为重要的。我

们在物质上获得这么丰厚支持的同时，还应该在思

想上坚强起来，以科学理性、坚忍不拔、满怀信心、

健康向上的理念、价值、精神昂首走出大地震带给

我们的阴影，成功地应对大自然灾难给予灾区人民

的精神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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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urgency of thought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manifests in four aspects: the big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resulting in loss of life beliefs; the 
busy tasks of reconstruction causing cadres devastated; the less use of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leading to much 
confused thought; the confidence suffered successive hit bringing about the spread of spirit disasters. Its thought 
connotation is made of ideal, belief an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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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two goods that leads to diverse first-development policies, one is 
how to inspire the first-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other is how to take it out from these enterprises. It is 
difficul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make it with asymmetry information. This policy diversity is demonstrated by 
depi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timulant schemes theoretically, and under this analysis, the best one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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