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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均是四川绵竹天池乡的一

位农民，“5·12”地震时他乘坐汽车

遭遇山崩被掩埋，他的右腿被滚落

的巨石死死压住 30多个小时。当时

余震不断，情况十分危急，他说服亲

戚用钢钎、铁锤将自己的右腿生生

砸断，并指挥亲友为自己止血、包

扎，最终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力挺

了过来。

随后，在 12位亲友的帮助下走

过险路、趟过湍流，抵达临时救助

点，并被几次转院进行妥善的治疗。

因为他的勇气和坚强，刘刚均成为

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参加

火炬传递，鼓舞和感动了无数人。事

后，刘刚均将意义重大的火炬拍卖，

并把二十多万元拍卖款悉数捐给了

灾区。

现在，“断腿英雄”刘刚均丢弃生

理上和心理上的拐杖，将余生精力投

入到公益事业中，在他的家乡建立了

青红社工服务中心，从一个受帮助的

人变为帮助别人的人。他用一颗感恩

的心，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强不

息、乐于助人的民族气质。

———刘刚均

扫描二维码

听亲历者讲述

5·12汶川特大地震亲历者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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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月 14日凌晨，山东莒县洛

河镇东皂湖村农民志愿者刘中停等 10人，

携带 50公斤大煎饼、一捆蒜薹、一大袋子

榨菜和几塑料桶水，买了 38箱矿泉水，50

箱方便面，开着农用三轮车，路上除了加油

一律不停歇，渴了喝水、饿了就啃煎饼，困

了就坐车上打盹。花了四天三夜时间，行驶

3000多公里，日夜兼程赶赴灾区。

5月 18日他们到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

报到后，被安排到黄土镇帮助修建灾民安

置点。搭帐篷、搬运救灾物资、搞后勤工作

……什么活都抢着干，他们并没有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让灾区人民感动得直掉

眼泪。2008年 10月 8日，莒县农民救灾志

愿队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

称号，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隆

重表彰。这 10位可爱可敬的农民兄弟是：

刘中明、刘光波、刘中富、刘中停、刘中彩、

刘守华、刘守秋、刘守欣、刘守贵、刘光瑞。

这辆农用车收藏于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

念馆，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山东农民十兄弟”他们并不富裕，却

满怀救济灾区的一腔热血，他们不懂得专

业救灾技术，却乘着这辆农用三轮车，碾出

了一道让世人惊叹的大爱之路，他们用自

己的纯朴和真挚演绎出了人间大爱，被网

友称为“汶川地震中最牛救援队”。

山东莒县农民志愿者
使用的农用车

喇叭 车牌

水壶 电筒农用车

图片是 2008年野5窑12冶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袁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农民志愿者刘中停等
10人前往灾区救灾时使用过的农用车和物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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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来源院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尧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冤

这份暴雨生存指南，一定要收好
暴雨会造成哪些危害钥 如何做好自身防范钥

这份暴雨生存指南袁请你务必查看浴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

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

致城市内涝。

行车时，避

免经过低洼

地带。

踩水出行，不要

靠近有漩涡的

地方。

若被困，立即

找工具敲碎车

窗逃生。

行走时要尽量

避开电线杆等

连电的物体。

低洼地区居民，在

门槛外放置沙袋，

防止积水进屋。

当遭遇流域大范围的暴雨时，易发生

干支流洪水，洪峰叠加，形成峰高量大的

洪水。

如时间充裕，

应向山坡、高

地等处转移。

来不及时，立即

爬上屋顶等地

暂时避险，等待

救援。

被洪水包围，可

利用船只、门板

等做水上转移。

遇山洪暴发，切

勿渡河，警惕滑

坡、泥石流等。

城市内涝灾害 流域洪涝灾害

自 救 措 施
自 救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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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12月 9日，一个青年人的节日。作

为青年教师，90后的一员，今天我分享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中国心，青年人的中国心。国家是

一个很宏大的精神家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

可以通过那些细小的、可以触碰的个体去感知

他们。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位同学考

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之后，想要改学物理，但是

他当时考入清华大学的历史和语文都是满分，

但物理只有 5分。所以如果他去学物理的话，

学无所成可能清华也就白考了。大家就想他为

什么这么执意呢？

故事发生在 1931年，在他进入到清华大

学的第二天，就暴发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

他拍案而起说：“我要学做飞机大炮！”但是转

系并不简单，物理系的系主任不同意他转系，

所以他就软磨硬泡，最终给自己争取了一个在

物理系试读一年的机会。结果这个人就变成了

中国第一个力学系的缔造者———钱伟长。他

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就是钱伟

长的中国心！

其实像钱伟长这样为祖国奉献青春、奉献

终身的人，在每个时代都有很多。革命年代，27

岁的李大钊振臂高呼“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抗美援朝，26岁的邱少云

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在烈火焚烧中纹丝不

动。这是革命战士的中国心！

我们还知道很多这种在民族危亡时刻，救

亡图存的民族英雄，也知道很多在国家艰难时

期，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有识之士，这些

人注定被历史所铭记。

跟老一辈的英雄相比，我们没有那么多壮

烈的色彩，但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敢想敢干、

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永不言弃。

里约奥运会中，中国女排时隔十二年重夺

奥运冠军，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华夏儿女都为

之沸腾，为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为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

超过 25岁，她们没有伟岸的身躯，可他们用自

己的拼搏和汗水挺起了中国的脊梁！这就是中

国女排的中国心！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生逢其时，强大的国

家，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实

现自我的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岗位，都能够书写属于我们的历史。作

为教师的我，为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书写属

于我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

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

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时代的责任赋予青

年，时代的光荣也属于青年，没有一代人的青

春是容易的，但是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

可为的！让我们挥洒全部的激情，贡献所有的

潜能，让神州五千年的雄健国魂在青春的火焰

中燃烧，我相信，我们定会不愧寄托，不辱使

命。

我的中国心
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小学部 何跃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