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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暴雨“救命文档”背后的年轻人：

不求回报，就做一束光

创建初衷：
受河南暴雨

“救命文档”启发

自文档发布后，祁一菲的生
活有点忙。除了一周要上的10节
课，她从上午9时许至次日凌晨1
时许，都一直忙于文档的相关工
作，“包括文档整理、给大家分配
任务和讲明白流程。”

近日，有媒体联系到祁一菲，
她表示最初创建这份文档仅是出
于“哪怕不能冲到一线救援，也要
用其他的方式帮助家乡”的简单
想法。

祁一菲透露，自己今年国庆
留校没回家，但是看到暴雨非常
担心，就想起了之前河南暴雨时
流传的“救命文档”，便迅速从中
摘选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和信息，
创建了最初版的“山西洪灾救命
文档”，其中包含求助信息、救援
人员、联系方式等。

从有这个想法，到文档建立
传播出去，仅仅用时21分钟，祁一
菲10月6日22时57分就在微信朋
友圈发出了自己制作的初版在线
共享表格“救命文档”，随后有其
他人加入，一起完善了这份文档。

当天，祁一菲一直整理文档
至凌晨4点，最高时有200个编辑
者同时在线，还有许多曾参与河
南洪灾救援的志愿者加入。

祁一菲回忆，“山西洪灾救命
文档”中的讯息，源自朋友圈及微
博等社交平台。发布前，会进行短
信或电话核实。在祁一菲看来，“目
前比较多的，是物资问题。救援设
备、食物、水、供暖的物资比较紧
缺，比如棉被或军大衣之类。”

言及创建文档的初衷，她说，
“我看到受灾村庄的图片，感觉可
能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大雨，我觉
得做这个文档可能会有帮助。”

其实，创建“救命文档”，并非
祁一菲突发奇想。今年7月河南暴
雨时，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李睿
及一支志愿者团队曾创建“待救
援人员信息”文档，刷屏网络。祁
一菲当时注意到了这件事，“因为
我很认真地看了她的报道，所以
看到山西暴雨这件事，有个下意
识的反应。”

决定创建文档后，祁一菲联
系上了李睿，“她第一天帮我梳理
思路，告诉我很多经验，比如她工
作的逻辑等，都很有用。”

“救命文档”发布后，源源不
断的添加好友请求出现在她的手
机上，“特别多的人想要跟我一起
做这个事情”，身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李子扬即是其中之一。

网上合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
此前经验帮大忙

两个多月前，19岁的李子扬
曾参与过河南暴雨救援的线上志
愿活动。此前，2020年疫情暴发
后，李子扬和他的小伙伴们也曾
通过网络，开始志愿工作。

得知山西暴雨的消息后，身
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李子扬立
刻联系之前河南抗洪中一起工作
过的志愿者朋友，准备再为山西
暴雨的救援出一份力。

这些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
原本就互相认识。对于这样的线
上志愿活动，李子扬说是出于“家
国情怀”，“我们就是一个大学生
志愿者群体，帮助河南的洪灾救
援，我们就叫‘河南加油’，这次山
西的救援，我们就叫‘山西加
油’。”

在河南救援的线上志愿工作
中，李子扬主要负责对外对接和
物资运输方面的工作：对外和其
他的救援组织进行沟通，完成物
资的运输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所有救援队
都集中在郑州，但新乡的情况越
来越严重，我们基本上是第一个
去通知大家注意新乡的志愿团
队。”李子扬表示，“当时和新乡一
个村的干部联系上了，他描述了
那边的情况，但关注度较低，于是
我们尽己所能，联系上了51支大
规模救援队伍。”

此前的经验让他们对前期的
筹备工作驾轻就熟，仅用了两小

时左右就完成了志愿者招募。此
时“山西加油”志愿者团队已经收
集到了一定的信息。与此同时，祁
一菲的“救命文档”已经流传网
络。

“假如存在超过一份相似作
用的文档的话，会给一线的救援
队查询文档带来困难。”李子扬回
忆。10月7日凌晨2时许，李子扬联
系到了祁一菲。借由网络，越来越
多的志愿者聚到了一起。

快速成长：
从紊乱到有序
力求信息真实可靠

“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信息的
查重，有很多重复和无效信息。”
祁一菲告诉记者，“大家都会录入
表格，后台非常乱。”

李子扬回忆，最初祁一菲创
建的文档是全公开的，所有人进
去都可以编辑文档，这样不可避
免地会造成冗余信息的出现。因
此，“山西加油”团队加入文档编
辑后，将信息的录入途径进行了
改革：将文档的录入权限收回，利
用问卷链接来分别收集道路情况
信息、物资需求信息、安置点信
息、重点灾区信息以及求助信息，
之后由志愿者通过电话将信息核
实后再将其录入表中。

在李子扬看来，很多受灾的
农村地区的老人，或难接触到这

份文档，只能依赖于线下的志愿
者队伍去进行实地探访。

“后期与救援队的对接都会
有别的志愿团队来完成，我们只
负责信息的收集工作。”李子扬
说，“我们没有专业水平去做更多
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保证
这个文档里面的信息都是真实可
靠的，先把这个文档维护好，之后
可能与别的组织合作，在灾后对
灾区继续进行帮助。”

截至记者发稿前，在文档中
已有信息收集表5份、求助信息一
百余条、救援联系方式两百余条、
灾情避险场所59条、物资需求表
88条、重点灾区48条、最新道路情
况36份。相关信息仍在不断增加。

11日，祁一菲发微博称，“目
前，山西已经展开全面的救灾行
动，我们的线上志愿者响应行
动也即将进入尾声。”“在家乡
有难的时候，看到有那么多人
不图回报地站出来，我颇为感
触。”

祁一菲坦言，文档维护团队
中，不少人的个人情况，其实她并
不了解，“因为是临时组织起来
的，也没有时间私聊，我甚至连他
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如此，
从未有人抱怨，也无人中途退出。

“不论职业、不论年龄、不论
性别，有抱着做第一束光觉悟的
人，都值得尊敬。”祁一菲写道。

据红星新闻等

山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和严重
洪涝灾害，山西女孩、西安交通大
学学生祁一菲创建“救命文档”。
而祁一菲的灵感来自上海财经大
学学生李睿。今年7月，河南遭遇
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时，李睿创建
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文档也
在抢险救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样被誉为“救命文档”。对于此
次祁一菲创建“救命文档”，李睿
也鼎力相助。

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在抗
疫中，一些媒体机构也开展了类
似工作。他们收集散落网络的求
助信息，还主动向市民征集求助
信息，经过汇总、整理后发布，分

类提供给相应的救援部门和医疗
机构，为遏制疫情蔓延、扭转抗疫
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接连几个案例，都为传统的
抗灾救援工作提供了创新模式。
经过汇总、整理和分类之后的求
助信息，可以分发给对应的救援
人员，实现救援供需双方的匹配
衔接，从而使救援工作更加精准、
更有针对性，也更具人性化和人
文温度。

“救命文档”堪称移动互联网
技术带来的抗灾救援利器，实施
成本不大，但效率很高，效果也很
显著。这些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
结推广，甚至可以考虑纳入今后

的抗灾救援工作方案之中，使其
成为常态化、常规性的抗灾救援
手段。

把“救命文档”纳入整体抗灾
救援工作方案之中，使其常态化、
常规化具有多方面优点。由媒体
机构或者志愿者开展此项工作具
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人牵
头创建“救命文档”，这项工作就
有可能缺位。此外，媒体和志愿者
毕竟不是专业的救援机构，他们
的时间、精力、专业能力和资源调
度能力都存在局限性。事实上，在
此次山西的抗灾救援中，一些参
与“救命文档”的大学生志愿者就
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有些人每

天睡眠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这
种状况显然难以持续。在与灾民
和救援机构的联系过程中，一些
大学生志愿者也很难获得信任，
沟通成本很高。志愿者掌握的资
源相对有限，能够调动的资源更
有限。即使收集到了足够的求助
信息，由于缺乏足够资源，志愿者
也很难组织、调度相应的救援行
动，从而无法发挥求助信息、救援
线索的最大效用。

在山西版“救命文档”的维护
工作中，志愿者还面临新的困难。
由于很多灾害发生在农村地区，
一些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没有
智能手机，也不会上网，根本就无

法发布求助信息。要收集这些灾
民的求助信息，往往需要会上网
的村干部、农村教师、年轻人等群
众提供帮助。如何获得他们的信
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成为志
愿者难以克服的难题。

如果“救命文档”得以纳入整
体抗灾救援工作，上述这些困难和
问题都有望解决。在救援供给端统
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
行动的基础上，来自救援需求端的
求助信息和救援需求，可以在整体
的抗灾救援工作中起到补充作用，
为一些不尽完善的环节拾遗补阙。
这种工作模式还可以延伸到灾后
重建环节。 据上观新闻

““救救命命文文档档””能能否否纳纳入入抗抗灾灾救救援援预预案案？？

山山西西洪洪灾灾““救救命命文文档档””发发起起者者、、西西安安交交通通大大学学大大三三学学生生祁祁一一菲菲

““待待救救援援人人员员信信息息””在在线线表表格格创创建建者者、、上上海海财财经经

大大学学22001177级级学学生生李李睿睿

“山西家人们，我们要不要
建立一个文档，统计救援和灾
情信息，方便救援工作？”10月6
日22时37分，山西女孩祁一菲
发出这条微博。连遇暴雨后，这
一天，山西启动省级地质灾害
Ⅲ级应急响应。

当天23:03，一份“山西洪灾
救命文档”现身网络。文档中，
求助信息、物资需求、救援联系
方式等内容实时更新。很快，这
份文档刷屏网络。文档创建者，
正是西安交通大学大三学生祁
一菲。

文档发出后，不少人联系
祁一菲，希望为山西暴雨救援
助力。随后，30余人的文档维护
团队建立起来。团队成员多为
大学生，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人。文档发布48小时内，已汇集
逾600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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