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川地震十周年，董萍与绿舟救援队员重返北川地震遗址，
祭奠亡灵，激励队员。

在人们的印象中， 救援队是
男性的世界。 在绿舟救援队中，
却有一位 “女侠”。

37岁的董萍， 是北京绿舟应
急救援促进中心 （绿舟救援队）
联合发起人、 秘书长， 同时， 也
是北京美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救灾救援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考评员， 中共北京市公
益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第四联合委
员会委员， 北京市第十四次妇女
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 “首都红
十字宣讲团 ” 团员 。 她曾获得
“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
五星级志愿者”， “海淀区青年
五四奖章” 等荣誉。

她发起建立的绿舟救援队不
仅在海南台风救灾、 鲁甸地震、
尼泊尔地震、 潘家口水库60米深
水打捞、 泰国清莱13名少年足球
队员洞穴救援等多项大型救援、
救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
有全国多支公益救援队伍共同组
建了 “绿舟救援联盟”， 进行免
费公益救援。 绿舟救援队在她的
主 要 推 动 下 获 得 了 “ CCTV
2017-2018年度慈善人物”， 被评
为 “AAAA级社会组织”。

受灾孩子手中的画笔
成为她开展救援的初衷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董
萍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赶赴灾区
做心理援助。 令她至今仍无法忘
记的， 是那一支支握在受灾孩子
们手中的画笔。

“当时我们使用了绘画治疗
法， 了解孩子们的心理状态， 同
时这也是让他们释放压力的一种
好办法 。” 孩子们写下了爷爷 、
奶奶， 还有同学的名字。 写到最
后， 孩子们的字迹难以辨认， 有
的孩子甚至无法握住笔。

董萍知道， 孩子们写下的名
字 ， 都是在地震中逝去的人 。
“孩子的每一笔都像刀刻在我心
里， 我特别难受， 但我清醒地知
道自己的任务， 要和心理专家一
起带领孩子们走出崩溃的状态。”

从灾区回来后 ， 董萍在思
考， 如何在灾难面前挽救更多人
的生命 ， 少一些生离死别的苦
痛。 自此， 她从之前的乐于助人
转变为了后来的技术救援。

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是2014年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 ，
是绿舟应急救援联盟的发起单
位， 主要从事公益救援和防灾减
灾知识普及工作。 目前， 在全国
有应急志愿者3000余人。 在生活
中， 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
专业技能各不相同， 从无人机、
潜水、 无线电， 到绳索、 探洞、
医疗救护等各方面都有专业人
员， 并且在一次次救援救灾行动
中历练前行， 不断向专业化、 标
准化的队伍迈进。

作为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联合发起人之一， 董萍开始主动
学习新的公益理念及专业的救援
技能， 慢慢从一个公益新兵成长
为了标兵。 她是拼命三娘， 晚上
加班到半夜两点是经常的事， 特
别是有救援的时候， 一天睡不了
几个小时， 而且要连轴转， 其中
的辛苦可想而知。 几年下来， 她

组织参与的救援已有百余次， 对
外培训上千场。

因为感受过酸中带甜
所以依然不改初心

很多人问过她， 你一个文文
静静的女孩子， 为什么要去做救
援， 不累吗？

“说实在的， 真的很累， 可
是， 我觉得值。” 董萍说， 因为
她看过从河里救出一名儿童， 家
长要给救援人员下跪的场景， 因
为她看过曾经帮助过的老妈妈爬
到屋顶上， 跟救援人员挥手道别
的场景…… “那种感觉我明白，
鼻子是真酸， 但心里是真甜。 想
到自己只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就能给别人带去帮助甚至能救人
一命， 那得是多大的造化啊， 付
出再多， 都值了！ 比如说我们队
伍去尼泊尔做地震救援的那一
次， 我们在付出的同时， 我们的
收获也是巨大的。”

2015年4月25日 ， 尼泊尔发
生8.1级大地震， 灾情就是命令，
绿舟救援队立刻派出了队员前去
救援。 队员们就住在村里的一个
烧尸庙旁， 当地人说， 地震之后
那烧尸庙的火就没停过。 “那尸
臭味， 现在想起来都想吐啊。 在
尼泊尔半个月 ， 天天吃压缩饼
干， 为了保存体力多救人， 队员
们只能硬着头皮吃 。” 董萍说 ，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兄弟
们在这儿设的医疗点为3300人开
展了医疗救助。

这是绿舟救援队第一次参与
国际救援， 董萍深刻的感受到了
与在国内救援的极大不同。 “在
我们国家， 不管大灾小难， 政府
肯定是立即组织救援， 绝不会像
在尼泊尔似的， 受灾半个月了连
包方便面都没见着。” 看到中国
对像尼泊尔一样贫困国家的帮
助， 董萍说， 那次之后， 她才真
正理解了什么是民族大爱！ 什么
是泱泱大国的担当！

救援中有极大变数
后台负担更多脑力劳动

救援路上总是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突发情况。 2017年， 九寨沟
发生7.0级地震 ， 董萍带领队员
赶往灾区。 初设行动预案， 调度
救 险 救 灾 物 资 等 等 前 期 的 准
备 工 作都非常的顺利 。 抵达现
场后 ， 地震之后的山体有些松
动， 雨水一冲， 道路出现山石滑
坡、 塌方灾害， 他们这一路都处
在危险之中。

考虑到当地的灾情， 大家都
觉得米面粮油这些东西会是灾区
需要的， 但其实他们最缺的是水
泵、 排障物资以及能让工程车辆
不停运转的汽油。 “当时这些物
资非常不好买， 我们后方协调了

各种的资源， 才把货品给他们准
备齐全。 但这才是灾区真正需要
的， 所以， 再难我们也要协调解
决。” 董萍紧急联络、 协调， 最
终将这些物资送进了九寨沟。

第二天， 在他们准备要去另
外一个村子救援的时候， 临出发
前下了一场大雨， 泥石流把通往
村子的必经之路给冲垮了， 他们
不得不临时又改变计划， 去政府
机关给干部们做安全普及工作。
“大自然形成的不可抗力的阻碍，
对救援来说是非常大的变数， 需
要我们及时调整计划。”

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情况下，
冲在救援一线的队员身后， 更需
要一个强大的后台来支撑。 为他
们核实消息、 绘制地图、 获悉遇
险者行进路线、 提前判断各种可
能的状况等。 作为女性的董萍在
救灾中从事了更多后台的工作，
也担负了更多的脑力工作。

由于每次前方救援结束后，
后方还需要对此次行动进行总
结。 所以每次救援后， 在后台工
作的董萍， 坚守的时间往往比前
方队员还要长。

关爱遇到困难的队员
感受救人就是救己

作为一个公益救援组织的秘
书长， 她把对队员的关爱体现到
了 方 方 面 面 。 特 别 是 对 因 大
病 致 贫 ， 无法面对后续生活的
困难队员的帮助。 2015年， 绿舟
对队员小武的帮助， 她就付出了
大量心血。

小武是一名救援队员， 他平
时话不多， 但技术好， 大大小小
的救援参与了十几场。 2015年初
的时候， 他被查出了脑癌晚期，
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 再回头看
看他的这个家， 父亲腰椎间盘突
出， 母亲乳腺癌， 女儿刚刚四个
月， 这个家真的太需要他了， 他
必须好好活下去！

“咱不能看着亲兄弟受难不
管啊 ， 不行 ， 咱们得帮一把 ！”
董萍说， 当时绿舟执行会一致认
为， 需要伸出援助之手。 于是，
她写募款方案， 发动队员， 网上
募捐， 联系基金会， 联系新闻媒
体， 能想到的资源全用上了， 仅
仅用了四天时间， 募集到了八十
万元。

有了这八十万元的救命钱，
治疗得以继续 ， 但病情严重 ，
2016年1月1日， 这位队员还是永
远的离开了。

那天， 二三十个公益救援圈
的兄弟到殡仪馆送了他最后一
程， 董萍看着一个个非亲非故的
兄弟， 内心不断思索， “我们一
个民间组织为什么要坚持做救援
呢？ 我们又能救多少人啊？”

在那一刻 ， 董萍似乎明白
了， 救援不仅仅是救人生命， 还
能救心啊！ “只有我们做了， 受
困的人才能看到希望， 才能给我
们的孩子树立榜样， 那这个社会
的未来才是美好的。 再想想募集
的那八十万元， 那得是多少人的
爱心啊 ？ 说我们救援队是在救
人， 这救人实际上是在救己啊。”

她说， 那一刻， 她更加坚定
了做好救援， 做好绿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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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萍：用大爱守望生命的救援人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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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董萍作为
社会组织女性
代表参加北京
市第十四次妇
女代表大会。

受商务部
培 训 中 心 邀
请， 董萍携绿
舟 救 援 队 员
一 起 与 孟 加
拉国安全部门
官员交流安全
技能。

2018年四
川九寨沟洪灾
救灾行动圆满
结束， 董萍与
队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