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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感受幸福重生
激励党员感恩奋进

本报讯（记者 陈蕙茹）今晚10∶00，由
四川广播电视台摄制的人物纪录片《汶川十
年·我们的故事》将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
播，聚焦“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普通但又不
平凡的个人和群体。据了解，纪录片拍摄期
间，导演组分别前往北川、青川、映秀、什邡、
汉旺等地调研，该片总导演说：“希望在10年
变化中，呈现人物鲜明的成长和独特的感悟，
提炼出变与不变的精神内核，挖掘出灾难给
人们带来的启示和生活智慧，展现四川人面
对大灾的坚韧和顽强。”

作为四川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成立后
首推的原创作品，这部纪录片分为《寻找向日
葵》《代国宏》《映秀母亲》《迁徙的家园》《林心
聪的全家福》五集。《寻找向日葵》以心理专家
王洁玉寻访昔日伤残少年为线索，串联起一
组追逐阳光的青春面孔，让观众看到，10年
来，在社会各界无私援助下，努力走出心理阴
霾、重树生活信心的少年群像。《代国宏》的主
角代国宏在地震中失去双腿，此后曾在残疾
人游泳比赛中拿过金牌，镜头中的他有坚强
的一面，也有痛苦、彷徨的一面，他的打拼故
事也因此更加真实、感人。《映秀母亲》记录了
映秀再生育母亲陈秀蓉一家的日常生活，主
人公一家在积极乐观生活的同时，也努力修
复着地震带来的伤痕。《迁徙的家园》聚焦辞
别故土、努力适应新家园的羌族村民等。《林
心聪的全家福》则表现了一个地震后组合家
庭敢于正视磨难，拥抱新生活的故事。

昨日，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和全国第十个
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成都高新区联合成都
高新减灾研究所举行社区全面启用地震预警
启动仪式。成都高新区60个社区启用地震
预警“大喇叭”，将通过社区广播、手机、电视
等多途径，在地震波到达前提前预警。

地震预警系统是一个全自动的物联网，
可实现全自动的秒级响应。通过在主要地震
区布设密集的地震预警监测仪，在地震发生
时，利用电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原理，在
地震造成破坏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为用户
发出全自动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警报，大家
据此及时避险以减少伤亡，重要工程紧急处
置以减少经济损失和次生灾害。

据悉，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将开始建设
中国首个地下云图网——川滇地下云图网，
拟在四川、云南建设2000个地下云图监测
站，预报中心自动实时处理监测数据，生成地
下云图，自动/人工分析、研判地下云图，预报
地震。 本报记者 王雪钰

48名孩子因年龄尚小

继续在“安康家园”生活学习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瞬间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地震重灾区
的一批儿童因此成为孤儿。在震后的举国
救援中，由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和日照钢铁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的“安康家
园”，第一时间转移安置了712名孤困儿童，
有一部分后来又陆陆续续找到了父母，最
后接收救助672名。

据介绍，“安康家园”项目历经北京、

日照“安康家园”和双流“安康家园”两个
阶段。救助地域包括四川德阳、绵阳、广
元、阿坝等 10 个州（市）、31 个县（区）、
182个乡（镇），涵盖汉族、羌族、藏族、回
族、土家族、黎族6个民族。日照钢铁集
团累计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
1.26亿元，用于捐建“安康家园”、新的棠
湖小学，扩建双流九江中学以及保障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费用。截至目前，624
名孩子考上大学、就业或参军，还有 48
名孩子因年龄尚小需继续在“安康家园”
生活和学习。

把儿童灾后心理康复

作为关键问题解决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发
布《“安康家园”公益项目十周年工作报告》
时谈到，“安康家园”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灾
区孤困儿童集中安置基地，不同于其他慈
善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度参与到应急
救助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经过十年运作，

“安康家园”已探索实践出政府支持、民间

出资、公益组织监管的灾后孤儿紧急援助
模式。

据了解，“安康家园”公益项目的一大
亮点，就是把儿童灾后心理康复作为关键
问题加以关注解决，按照有利于灾区儿童
身心成长特点，精心打造成配套设施先进
齐全、园区环境亲情温暖的家庭式家园。
与国内多家院校、医院合作，定期对孩子们
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和心理评估工作。“安
康家园”的管理人员及“安康妈妈”上岗前，
都要参加心理疏导知识培训，并定期接受
相关知识的继续教育培训。

据悉，为教育公众特别是儿童少年树
立安全观、掌握基本的应急避险知识和技
能，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汶川地震后启
动实施了“儿童安全工程”，通过安全教育
宣传以及“情景+体验式”教学，帮助儿童
少年掌握应急救助技能。9日的纪念活动
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还启动了“儿童
防灾减灾公益项目”，以进一步完善儿童
防灾减灾、保障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的方法
和举措。

本报记者 赵子君 综合新华社

十年关爱 我们长大了
“安康家园”10年守护672名汶川地震孤困儿童成长

高新区60个社区
启用地震预警

《汶川十年·我们的故事》
今晚央视开播

1场主题峰会，19个分论坛，联动“政
产学研用”，成都开启了一场为期两天的
网络安全观点秀。

昨日，以“联动·聚力”为主题的2018
年C3安全峰会在成都正式开幕。作为目
前中国最高规格、备受全球网络安全从业
者关注的年度盛典，本届峰会汇聚全球超
过1800位 IT领袖，紧密契合国家网络安
全战略，聚焦新时代下的网络安全热点，
深入探讨量子计算、车联网安全、人工智
能与机器学习、云安全、保障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等前沿核心议题，全面开展国
际高端交流对话。

连续三年在蓉举办 深入探
讨前沿核心议题

据悉，C3即Cyber-网际、Cloud-云、
Communication-通信，自2016年创立以
来，C3安全峰会连续三年在成都召开，已经
成为前沿网络安全技术交流与展示的顶尖
舞台，本届峰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
国科学院院士郑建华、中国科学院院士潘
建伟以及亚信集团董事长田溯宁、亚信安
全董事长何政等网络安全大咖悉数出席。

“我们正在从百亿的连接走向万亿的
连接，从‘互联网+’走向‘万物+’的时代，万
物互联成为我们数字生活彼岸必不可少的
最重要的未来。”亚信集团董事长田溯宁在
会上表示，在这个新的数字化革命浪潮中，
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与网络连在一起，
网络安全尤其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非
常重要。

“量子计算的能力随着比特数呈现指
数增长，可以应用于密码破译、经典分析、
药物分析等应用”“现在，云计算成为数字
经济的基础设施，正在与大数据、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快速融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亚
马逊AWS全球战略策划发展总经理 Is-
sac Levin等专家在会上分享了量子计算、
云计算等核心前沿议题。100多场围绕量
子计算、车联网安全、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等新兴技术领域和行业应用的精彩
演讲在此次峰会期间全面开启。

本次峰会还特别设置智能网联汽车网
络安全闭门座谈会、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政
策与实践座谈会这两大闭门论坛。智能网
联汽车网络安全闭门座谈会探讨如何打造
安全的车内装置，并监控和保护车内关键
组件的信息安全；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政策
与实践座谈会重点聚焦数据出境法律法
规、标准指南体系解读，分享数据出境国际
治理话题，探讨跨国企业国内国际运营实
际问题及解决方案。

成都市信息安全公共服务平
台建成投运

近年来，成都大力支持网络安全创新，
将信息安全产业列入全市五大高端成长型

产业之一，出台专项政策落地，促进产业快
速发展，在与企业共建运营网络创新服务
中心、与高校共建网络安全实验室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区域联动协同
中，成都正凭借其高新技术产业、科技人才
等优势，向着‘网络安全第一城’的目标不断
前进，”亚信安全董事长何政指出，“亚信安
全与成都市在基金、人才、影响力、试点示范
和产业集聚等多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促进产
业资本体系构建，搭建产学研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试点，助力
成都打造世界级的网络安全产业基地。”

目前，亚信安全已经建设完成成都市
信息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并全面投入运营，
面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态势感知、安
全预警、钓鱼网站监测服务、DNS防篡改监
测服务、远程漏洞扫描等多项网络安全服

务，充分发挥了公共服务的职能，可以实现
事前监控预警、事中防御处置、事后溯源取
证的城市网络安全一体化全流程管理，做
到重大安全事件无遗漏，并在WannaCry
勒索病毒爆发期间向多家单位和部门提供
了现场技术支持。

此外，在2016首届C3安全峰会上，亚
信（成都）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启
动，提出通过开放式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合作机制，将成都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一
流的网络安全产业基地。据介绍，目前亚
信安全产研院已拥有一支近百人的高水平
研发和产业化人才队伍，已建成国内领先
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中心、国内首个高级
威胁调查取证中心以及领先的网络安全攻
防实验室、云安全实验室、大数据安全实验
室和物联网安全实验室。

本报记者 温珙竹

成都市信息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投运
2018年C3安全峰会昨日在蓉开幕

在参加活动的对口援建省（市）代
表团人员名单中，记者看到了很多熟
悉的名字。

有福建省援建彭州原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余军。对于成都和彭州，余军早
已将这片热土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
乡。“对彭州过去福建人民感觉一点都不
了解，但现在只要一说到彭州，福建人民
都非常熟悉。”余军说，虽然早已回到福
建，但是每次电视机里扫过四川电视台
节目时，都会眼睛一亮，心里一颤，“这种
深厚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有原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
重建指挥部副总指挥许解良。遥想当
年，为了尽快给受灾群众搭建板房，许
解良一路“吃在车上，睡在车上，车子
一直在路上”。废墟起高楼，众多上海
援建项目犹如矗立在巴蜀大地上的无
字碑。许解良无愧于他的座右铭——
质量是工程建设永恒的主题，是经受

历史检验的标尺。上海对口援建都江
堰指挥部正式撤离那天，许解良在车
上接到都江堰市一名干部发的短信：

“你因都江堰一天天老去，都江堰因你
一天天美丽。”浮云一为别，流水十年
间，重回故地，他再次红了眼眶。

已走过的十年，有太多画面在我
们的脑海中萦绕。未来还长，接下去
的更久远的时间里，抗震救灾的一幕
幕仍将不断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告
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什么
是牺牲，什么是坚强，什么是感恩。

又是一年5月，行走在微微有些
凉意的成都街头，刚下过一场雨的城
市显得格外生机盎然。在这里，希望
的种子日渐勃发，梦想的花朵持续绽
放。十年缔真情，永志铭感恩，将“5·
12”的记忆深埋心中，乐观坚强的成都
人正大踏步奔向新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自强 白洋

十年缔真情 永志铭感恩
——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对口援建感恩致谢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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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672名汶川地震孤困儿童，
目前624名孩子考上大学、就业或参
军，当年最小的孩子已经成为一名
初中生……这是“安康家园”公益项
目用10年时间讲述的温暖故事。

“因为地震，我们离散，因为安
康家园，我们相聚。北京—日照—
双流，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
大家庭。那一刻，我们真正感受到
了有国才有家的含义。”9日，伴孩子
们饱含温情的朗诵，由全国妇联指
导，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四川省妇
联、日照钢铁集团主办，成都市妇
联、双流区人民政府承办的汶川地
震及“安康家园”公益项目十周年纪
念活动在双流棠湖小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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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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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

2008年 5月 12日 14点 28分，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
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震级高
达8.0级。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
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
统一部署下，上海市、福建省、重庆
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对口援建省（区）
市倾力支持我市灾后重建和发展振
兴，累计投入资金136.19亿元，实施
重大项目380个。

从气壮山河的生死大营救，到艰
苦卓绝的百万受灾群众紧急安置，再
到困难重重的灾后恢复重建，他们陪
伴成都夺取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上海市对口援建都江堰市。围
绕“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科学规
划、精心组织，实施117个援建项目，
总投资82.5亿元。32位时任上海市

领导50多次赴都江堰市指导，常驻
都江堰市的上海援建援助人员达
12000多人，援建结束后，两地召开
长效合作联席会议53次，开展互访
140余批次，接受都江堰市7批次65
名干部赴沪挂职学习，组织 8 批
1118名医疗人员、2批120名教师、3
批318名公安干警开展支医、支教、
支警援助。

“这不仅是城对城的援建，更是
心与心的守护。”出席活动的上海市
代表团成员，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原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
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表示，
10年来，两地相遇相知，在感动感恩
中携手走向未来。代表团此次来蓉，
见证了成都的自强不息，勇于奋斗，
也看到这座城市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们一定会把这种感受带回
上海。”

“如今10年过去，成都
已在灾难中浴火重生，不仅
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
力在全国领先，成都在副省
级城市中的排名也跃升到
第三位。”重庆市代表团成
员，重庆市副市长李明清
说，成都在灾难后的拼搏精
神令重庆感佩，也值得重庆
学习借鉴，他期待以地震10
周年纪念为契机，进一步升
华成渝两市的深厚情谊，同
时深化双方在更多领域的
合作。

福建省代表团成员，副
省长郑建闵表示，福建省对
口援建彭州市。从灾区最
急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入手，实施援建项目146
个，总投资33.39亿元，惠及

10万余人。凭借彭州市提
供的良好环境，福建用两年
时间就基本完成 3 年工作
目标。

郑建闵说，在援建过程
中，福建省竭尽全力，设立前
方指挥部，先后派出3万援
建人员来到彭州。“在夜以继
日的奋斗过程中，很多援建
人员与当地干部、人民结下
深厚的友谊，并将彭州作为
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表示，
在成都举办此次汶川特大地
震1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很
多援建第一线的干部再来成
都，观看成都发展的成果，感
受这里发生的变化，感慨万
千。“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回
福建，投入到奋力建设新福
建的工作中。”

带着1600万
成都市民的

感恩之情，怀着共赢发展的合

作之心，昨日下午，“感恩奋进、

砥砺前行”成都市纪念“5·12”

汶川特大地震 10 周年对

口援建感恩致谢座谈

会在我市锦江宾

馆举行。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不仅是城对城的援建，更
是心与心的守护

变化巨大
感慨万千

我们要把这种拼搏
精神带回去

十年回望
感恩有你

你因都江堰一天天老去，都江
堰因你一天天美丽

在感恩中汲取
奋进前行的力量

上接01版
我们感恩创造历史的成都人民。抗震救

灾，灾后重建，任务之重，世所罕见，困难之大，
超出想象。但在困难面前，成都各级党委政府
信心坚定，党员干部冲在前面，人民群众没有退
缩！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对口支援的启动实施，
以及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成都
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勇气和力量，唤起了
成都人民奋发图强的内生力和创造力。“有手有
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
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纯朴的语言，豪
迈的气魄，正是成都人民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精
神的真实写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抗
震救灾，灾后重建，成都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自信和从容、勇敢和智慧。不等不靠不要，坚定
坚强坚韧，这种生活的信心和生命的尊严，凝聚
起缔造明天的深厚力量。

十年历程十年情，感恩奋进正当时。
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也是

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和对援建省区
市的最好回报，就是感恩奋进、接续奋斗。我们
将继续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努力把重建的
理念、思路和精神转化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城市的强大动力，以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书写新时代新天府的新答卷！

紧接01版 本届峰会为期两天，将围绕“联
动·聚力”主题，聚焦2018年网络安全新态
势，聚合产业全生态优势力量，努力为自主创
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作出更多贡献。数据显
示，2017年，我市网络安全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27.2％。

中央网信办、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国家信息中心
等中央部委办局和有关单位，重庆市等省市
领导同志，副市长范毅，市政府秘书长、双流
区委书记周先毅出席开幕式。

2018年C3安全峰会
在蓉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李科）在“5·12”汶川
特大地震1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开展好成都
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织生活，丰
富党员组织生活内容，以此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加强党风政风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5月9日，在
天投集团党委组织下，该集团各党支部党员
55人，来到汶川县映秀镇“5·12”汶川特大地
震漩口中学遗址、“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
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通过实地探访当地的
奋进与巨变，展望未来新发展。

据了解，此次天投集团开展的“纪念汶川
地震10周年”主题党日活动是该集团党委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的活动之一。“下一
步，集团党委还将通过情景式、体验式等方式
开展学习、讨论、调研活动，不断丰富党员党
性教育形式，促进集团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明确新时代党员肩负的责任，铭记党
员义务，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
天府新区建设贡献来自‘天投’的力量。”天投
集团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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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的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

本报记者 胡大田 摄

5月9日，“安康家园”公益项目10周年纪念活动参与者在四川成都合影 新华社发

灾后重建的崇州市重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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