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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之后" 人们在关注
着受灾群众的同时" 也一次次被灾区救援
现场的 #

$%

后$ 们感动着% 这些曾经被长
辈们担心& 被媒体描述为 '垮掉的一代$&

'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 的年轻人" 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的喝彩%

&

月
&

日" 记者采访了几名从救灾一线
回到海南的'

$%

后$救援人员"他们当中有消
防&武警战士"也有医护人员和忠实记录灾
难现场的新闻干事%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欣
喜地看到了'

$%

后$在困难面前不屈服&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

责任

社会人士曾这样评价'

$%

后$的年轻
人" 说他们外表标新立异" 内心却不堪一
击"性格软弱"没有同情心%然而"一场巨大
的灾难"大大地改变了'

$%

后$&'

'%

后$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

程旋"

('$)

年出生" 海南省边防总队
医院的一名骨科医师% '刚进入灾区"看到
残垣断壁&哀鸿遍野的情景"我的心情非常
沉重" 特别是灾区群众茫然无助的眼神让
我心如刀绞%(责任)这个字眼"使我化悲痛
为力量% $

在救援现场的每一天" 程旋努力不让
自己停下来%他抢救伤病员"为老百姓搭帐
篷"接水管"喷洒消毒药剂"陪灾区群众聊
天"化解他们内心的痛楚%

不管存在多少误解与指责 " 在这次
震后抢险现场"许许多多的解放军 &武警
战士&公安交巡警&医疗人员&志愿者&新
闻记者等等"是'

$%

后$年轻人"在这个危
难的时刻"'

$%

后$ 摈弃了往日的自私&自
大" 深切懂得了用血肉和汗水来换取生命
的崇高*

坚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救援人员赴灾
区前"心情一度兴奋"到了灾区现场后"却变
得非常焦虑和压抑"到最后转变为振作精神%

地震灾害带来的严重破坏"让'

$%

后$

女孩黄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笑容甜美的
黄辉是海南省边防总队医院的外科护士
长"她说+'为了多帮助受灾群众"我默默地
承受着身体上生理周期的不适" 白天冒着
余震"爬山涉水"深入山村救治老百姓"夜
晚餐风露宿"忍受饥寒"是灾区人民的达观

让我懂得了坚强的内涵% $

从小长在农家的黄辉" 非常理解农民
的艰辛% 地震将农民的家园和庄稼毁于一
旦"农民们欲哭无泪的悲伤她能感受得到%

'灾难让人长大"也更直接考验我的意志和
灵魂% $黄辉说%

从镜头里看灾区现场" 内心更有一番
说不出的滋味% 从

!

月
"*

日上灾区救援"

在灾区呆了
'

天"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参
谋钱堃的脑子里" 每天都被来自救援现场
感动和悲伤的画面充塞着% 他负责为海南
消防救援队伍摄像和摄影%

)'$#

年出生的钱堃对'

$+

后$有着自己
的看法"他说中国人天生骨子里就有'团结&

互助$的精神"这次四川汶川地震"'

$%

后$年
轻人扭成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奋战在救援第
一线"在现实面前"'

$%

后$所表现出的勇敢与
坚强&团结与互助"赢得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我们这些
,%

多岁的人"没经历过什
么磨难"但在救灾现场"大家根本没空去想
自己应该怎样" 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尽自
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灾区群众% $

当小钱和同事们合力将一名
,%

多岁
的姑娘从废墟里救出时" 姑娘对海南的救
援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参军入
伍"做一名解放军*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
夺眶而出%$小钱说"为姑娘"也为他自己是
'

$%

后$而骄傲*

道义

在和平年代成长的'

$%

后$年轻人"社
会和家庭给了他们太多的舒适和轻松"大
家彼此都看不出理想和抱负" 在这次地震
灾难面前"'

$%

后$ 不仅感动了他们自己"

也感动了整个中国%

陈修亮是海南省边防总队医院中队的
二级士官"小伙子

)'$*

年出生"英武之气
散发周身%小陈告诉记者"'汶川抗震救灾"

我们抢救伤病员的过程" 就是一个与时间
赛跑的过程% 我们攀山越岭"冲过隧道"穿
过滑坡的山体和泥石流随时发生的路段"

晚上露宿野外"通宵达旦地抢救伤病员"没
有任何人叫苦叫累% $

他说深切地体会到了'铁肩担道义$这
句话的分量% '做为一名武警边防战士"我
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生命危险" 一心只想
多救人" 在那个时候我应该做的就是服从
命令&听从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采访结束"记者发现"这些'

$%

后$年
轻人在灾难面前" 也会对一些现象提出自
己的看法和进行思考" 他们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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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给#+*后$鞠躬

你们决非垮掉的一代
年逾七旬的杨叔子院士给

!"""

多名!

#"

后"学生鞠躬#日前$杨叔子院

士 !左图" 做客武汉商贸职业学院表

示$在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

#"

后"一代自发捐款捐物%争当志愿者等

一系列爱心活动$令他动容%欣慰# 他

说&!你们绝不是'垮掉的一代("#

曾几何时"社会对'

$%

后$&'

'%

后$

莫衷一是"议论颇多&口水不断"'我字
当头的一代$&'依靠父母的一代$&'自
私自利的一代 $% 在人们的眼里 "'

$%

后$&'

'%

后$ 们就如同一颗光鲜的草
莓"其背后是无法肩挑大担的脆弱"甚
至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然而杨叔子院士在应邀与武汉商
贸职业学院

,%%%

余名师生探讨如何
'踏平坎坷" 成人成才 $ 时" 他表示
从大地震中看到 '

$%

后$ 的表现是很
有希望的 " 绝不是 '垮掉的一代 $ "

相反" 中国会因为 '

$%

后$ 而更加繁
荣富强% 说完" 杨院士向现场的 '

$%

后$ 学生深深一鞠% 显然" 杨院士的
这一鞠" 蕴含的意义多多%

首先" 这是杨院士们对 '

$%

后$

所表现出来的独立& 无私& 勇敢和坚
强行为的高度评价% '

$%

后$ 大都是
独生子女" 他们从未经历过风雨" 鲜
有历经磨难" 成长环境一帆风顺" 能
否经受住人生挫折的严峻考验" 确实
让人担忧% 但现实告诉我们" '

$%

后$

是能堪当重任的一代"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自己坚强& 勇敢& 磊落& 无私的
青春形象% 特别是在这次汶川地震
中" '

$%

后$ 所表现出的坚强令人动
容% 在参与抗震救灾的

)%

多万战士中"

绝大部分都属 '

$%

后$" 他们冒着生命
危险奋斗在抗灾的最前沿" 为人民擎起
一片生命的天空% 谭千秋之女谭君子"

面对父亲的逝去" 这个北大法学院的大
二学生选择了坚强面对和承担重任% 而
蓥华镇中学初一学生邓清清在被废墟掩
埋中" 竟打着手电筒看书,,他们是
'

$%

后$'

'%

后$坚强的代言人%

其次" 这说明了杨院士们对 '

$%

后$ 充满信心与希望% 梁启超先生曾
这样说过+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
人" 而全在我少年 %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

$%

后$ 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祖国
未来的建设者" 他们骨子里镌刻的是
中华民族高贵的灵魂" 流淌的是五千
年来奔流不息坚强的血液" 铭记着的
是在危难面前永不屈服的誓言% 汶川
地震 " 让社会真切地感受到了 '

$%

后$ 的强烈责任心& 事业心& 爱国心
和坚韧心" 他们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透过杨院士的鞠躬" 我们分明感
受到了一种来自 '

$%

后$ 的力量和希
望" 这是托起祖国美好明天的坚强脊
梁%

-

据新华网
.

刮目相看 "#后
"

李泓冰

惨绝人寰的汶川大地震!对我们国家"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考验人

性!考验国家的行政能力和应变措施!更考验国

魂$ 令国人欣慰的是! 仿佛总是长不大的孩

子%%%所谓 &

!"

后'(以及更年轻的 &

#"

后')

%%%在惨烈的灾变之后!集体英勇地站到共和

国的前线!用坚强"韧性"专业知识与责任感!努

力支撑起灾难中的祖国!让长辈们刮目相看$

是的!如果不是这场地震!很多人都在用

挑剔的"叹息的"不屑的目光!看着&

!"

后'(&

#"

后') 这一代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的独生子女

群体$ 他们真的让人不放心*在浮躁的商业社

会接受教育!似乎远离经典!享受着长辈们所

不屑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在分数"游戏"物

质享受的氛围中长大! 在家长眼中!&冷漠'"

&自私'"&叛逆'"&自我'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地动山摇

面前!迅速地冲到前线的!正是平时不被看

好的&

!"

后'群体$

英勇的解放军"武警战士!在第一时间冒

着余震冷静而紧张地展开生命救援,在泥石流

的间隙中开山劈石修筑生命通道,从大山中披

荆斩棘背出受伤的乡亲!又背上粮食"洁净水

翻越大山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他们是不折

不扣的&

!"

后'!一群
$!

岁到
%!

岁的年轻人!

谁说他们不能吃苦"没有责任感.

众多青年志愿者! 不用单位号召和组

织!只是听到了废墟中残存生命的召唤!听到

灵魂深处的呐喊!他们义无反顾!通过网上论

坛等联络方式!扔了钟爱的工作+关了苦心经

营的企业!携手奔赴灾区!参加灾区救援+受灾

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一系列工作$ 为了不消

耗灾区资源!他们自带帐篷+自带食物!静悄悄

地把巨大的物质与心理支持奉献给灾区!在共

和国的历史上! 首次亮相了一个数目庞大+能

量无穷的民间志愿者大军形象$ 谁说他们&冷

漠'和&自私'.

还有医疗救援队+ 灾后重建对口支援工

作者!还有参与捐献的更加庞大的人们!无不

闪现着&

!&

后'青春的面庞$

而更小的&

#&

后'!也用他们稚嫩的坚强

在温暖着长辈受伤的心灵$灾区的孩子!几乎

无一例外!都聪慧而漂亮!那是发自内心的+

灾难摧不垮的美丽$ &叔叔!先救我的同学'+

&同学!别睡着!再坚持一会儿/'&让我唱一支

歌吧!来!阳光总在风雨后'--从学校的废

墟深处!传来这些&

#&

后'孩子坚强的声音!

让我们深深地震撼+由衷地钦佩$

事实上!&

!&

后'(&

#&

后')身上体现出来

的大爱+大善与大勇!并不令人意外$ 他们的

出色表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丰硕的成果$

和前辈相比!他们或许缺少磨难与挫折!但在

思想解放和网络时代长大的他们! 拥有前辈

不曾有过的开放的阳光心态+ 面向世界的胸

襟+整合吸收海量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方便

地接触到人类文明最优秀的精华! 拥有天下

各个角落的朋友!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

络及网络后的面孔!成了他们的坚强后盾$

现在!他们也是经过磨难的一代人了!薪

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有了让人放心的新一代!

他们能够撑起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

相信他们/

%少年强则国家强&

' 可乐男孩$

带来的启示

薛枭$ 这个在废墟中被埋了
#"

个小

时的
$%

岁男孩$ 因被获救时的第一句话

!我要喝可乐"而名闻天下#对于薛枭来说$

地震的创伤可以逐渐淡忘$ 被截肢的右臂

却永远不能接回#他的主治医生说$薛枭是

用左手按下了同意手术的指印$ 当时他没

有流泪#

'可乐男孩$在此次地震中不止一个"除
了薛枭"北川另一名'可乐男孩$杨彬彬"从
废墟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要喝冰镇可
乐% 这说明'可乐男孩$不是偶然"不是个案"

而是一种现象&一个群体% '可乐男孩$"其实
是一群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
活都相对不再特别匮乏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属于中国的新一代%

杨彬彬和薛枭同样坚强"具有很多共同
的特点+ 都能够经常喝到可乐和各种饮
料---这意味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不再
特别匮乏.都喜欢运动/打篮球0"有点幽默
感---这说明他们不是那种应试教育读死
书的孩子"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手无缚鸡之
力$的书生.都孩子气却试图表现出成人的
成熟和坚强"坦然地接受救助---这表明他
们既懂得感恩"也懂得公民在困难时获得救
助是一项天然的权利.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有新的视角"等等% 两个孩子这些'不约而
同$的共同之处"表明这些特点不是他们独
有的个性"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群体的共同
特征% 换言之"是中国相当多的新一代的共
同特征% 这种特征让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人
的影子+坚强"乐观"自信"自由"善对自己也

善对他人"不放弃追求%

'可乐男孩$带给人们诸多的启发+不仅
仅是灾难中要坚强的启发% 他们的表现说
明" 曾经长期经受苦难的中华民族的孩子
们"需要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更加发达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让他们喝得起可乐& 打得起篮球&可
以喜欢周杰伦/这是杨彬彬的爱好0&能够平
等地对待他人和自己&不只被灌输自己对社会
的责任"也被告知社会对自己有义务"等等% 在
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我们的孩子才会有健康
的体魄&健全的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

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这不应该只是墙上的标语"不应该只是
对家长的要求"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的要求% 无论如何"政府办公楼可以更简陋
些"形象工程可以更少些"一定要让全中国
的孩子们都喝得起牛奶&可乐"不需要从小
就为得到一样东西而经历太多的挣扎和争
夺"让他们在公平&自由的环境里成长% 我们
要'解放儿童$"不要总是只强迫他们去死记
硬背那些书本知识" 要让他们放眼看世界"

吸收'可乐$所象征的国内外的一切先进文
明因子"要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笃信'有健
康之体魄"始有健康之精神$"不要为了'升
学率$而毁掉一代又一代的希望%

我们更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为他们
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使他们能够更加自
信&自尊&坚强&乐观"再大的灾难面前也能
镇定从容"勇敢面对% 他们笑对世界"不再
是谦卑的笑"而是平等的&自信的&包容的&

仁厚的&坚强的笑,,教育部门在'可乐男
孩$面前"应该有慰问"也应该有反思%家长
们在'可乐男孩$面前"应该有心痛"也应该
有信心%全社会在'可乐男孩$面前"应该有
感动"也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少年强则
国家强"'可乐男孩$给中国带来信心"也带
来启发% (钟青)

曾几何时"' 被宠坏$ &' 缺乏社会责任感$ &' 自私$这些词句经常会被用在'
"#

后$年轻人的身上%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却让我们欣喜
地看到了他们所表现出的勇敢与坚强&团结与互助% '

"#

后$的民族责任感&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得到了群体性的&充分的爆发和释放%

在地动山摇面前"迅速地冲到前线的"正是平时不被看好的'
"#

后$群体%现在"他们也是经过磨难的一代人了"他们用行动"赢得了掌声%薪火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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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让' "#后$赢得喝彩 本报记者 卓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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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成都志愿者李卓正准备往救援一线运输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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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旋!右"在为受伤的灾区群众治疗( 均为本报记者王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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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铁军驻地' 年轻的战士自己

动手煮早餐(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