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5日北京时间14时11分，尼泊尔发

生8.1级强震，对于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和阿

里地区的各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吉隆、聂拉木、定日3县成为重灾区。灾情

发生后，灾区同胞的生命安危牵动着全国

各族人民的心，遇难着带着遗憾和不舍离

开了亲人，活着的同胞，选择的只有坚强

的活下来，实现离开的亲人未能实现的愿

望，“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4月25日地震当天，我协会工作人员在

吉隆镇正在实施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项目，即珠峰保护区缓解人与

野生动物冲突措施项目，在吉隆县政府和

珠峰管理分局的极力协助之下，项目开头

实施的非常顺利，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并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认可，当天

上午9:00时左右，项目组在各村委班子的

带领下，分别在帮兴和卓当村实施铅丝笼

安装施工，当地群众非常积极，每家每户

都出了劳力，村民们干得非常起劲，项目

实施的有声有色。因为当天出工较早，大

家觉得疲劳，都想片刻休息几分，于是热

情好客的村民邀请我们到帮兴村委活动室

品尝当地农家饭，特意准备了当地特色的

荞麦饼，藏土鸡蛋和本土辣椒酱，大家正

有说有笑地吃到一两口的时候，突然刮起

了一阵大风，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晃动，

大伙都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村长立刻

起来说快跑，地震了”，出于本能反应，我

们惊惶失措地往外跑，因为山摇地动，想

拼命跑都无法站稳脚跟，当我们走出房

屋，艰难地跑到门口的时候，周边多处房

屋同时倒塌，瞬间灰尘腾空而起，耳边听

到的都是村民们的尖叫和凄惨的哭声，山

上石头不停的滚下来，房屋一间接着一间

在倒塌，余震不断，移动电话信号同时完

全中断，昔日美丽的吉隆沟，瞬间面目全

非。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除了恐慌就

是恐惧，心想也许真的逃不过这次灾难

了，我们的生命就在此刻划上了句号。但

是，我们所有在场人员都幸免于难，活下

来了。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次仁罗布

4·25抗震救灾－潘得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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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吉隆沟到吉隆县的道路强通，因为地震我们只能暂停项目的实施，只能撤

离，在回来的路上，满脑子都是地震的阴影，精神极度崩溃，耳旁全是村民的喊叫声，眼

前全是倒塌的房屋，村民可怜又无奈的表情，突然，回过神来问自己，受灾严重的聂拉

木，定日，吉隆三个县都是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内，珠峰自然保护区是潘得巴项目的服务

区，也是我协会的诞生之地，我协会岂能袖手旁观。虽然党和政府已经全力以赴调配救援

队，调配救灾人员、物资等力量，让灾区人民度过此次难关，但是长期立足于公益界的我

们，面对这样重大的灾难，绝不能置身事外，就算再微弱，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微薄之

力，让灾区同胞感受到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时时刻刻要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在无情的灾难面前，除了坚强我们已别

无选择，我们坚信，此刻，党和政府此刻

比我们更加心急如焚，坚信各方救援队恨

不得立即飞到灾区开展救援，“一切都会过

去的，都会好起来的”，只能用这样的信念

安慰自己，安慰村民。同时，我们就开始

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教育灾民“在灾

害面前我们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要因

失去财产而痛心，更不要因为贪财而守在

家里，避免余震会造成更大的生命危险和

损失 ”。随后，我们立即组织灾民转移到

政府安排的临时安置点等，做了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当天晚上在车上度过了这辈子

最难而忘最害怕的一夜。 吉隆和聂拉木县受损的房屋

 老人家无奈地在手扶拖拉机上避难 聂拉木县扎西宗村的受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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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帮助受灾群众救灾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负责联络各方资源，由我得力

助手社区项目官员巴桑负责了解灾区状况及实际物资需求，收集第一手数具据。非常幸

运的是，南都基金会项目部副总监黄庆委先生在第一时间内主动联系我，并帮助我们及时

资源对接，在黄庆委先生的迅速对接下，我们成功联系上了甘肃省民间组织联合应急平

台，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备灾部主任沙磊先生，就这样拉开了忙碌而充实的抗震救灾

工作序幕。为了确保抗震救灾车辆的畅通无阻，政府已采取道路双向管制，因此前往灾

区车辆不能随意通行，加之，政府为了救灾物资的统筹安排，所有救灾物资需要在日

喀则地区民政局统一接收并需要开据2015年“4·25抗震救灾物资调出台帐”和申请车辆

通行证后方可进入灾区，除了车辆和物资的手续之外，外来捐赠方的代表同样需要办

理进入边境地区的通行证，我协会负责办理所有通行证才能前往灾区一线，随同捐赠

方携手踏上了抗震救灾之路。在甘肃民间组织联合应急平台和深圳壹基金的大力支持

下，我协会一共接收到救灾物资包括棉帐篷、大米、棉被、棉鞋、白朗糌粑、砖茶、

睡袋、酥油、折叠床等折合人民币185.7115万元。

从兰州连夜赶往灾区的运输车辆

 
 七辆大货车同时前往灾区的路上

在地上堆满的棉帐篷 在拉萨购置的大米、酥油、糌粑和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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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放过程中我协会团队既要按捐赠

方的要求发放物资，又要听从救灾指挥部

统一安排下调配物资，中间遇到了一些不

可不免的纠结和挫折。可是话收回来，我

们要学会换位思考，政府采取统一调配物

资的举措是非常科学措施，因为，发放物

资牵涉到纷繁复杂的问题，首先，如果没

有政府的统一协调，物资发放将会造成不

均衡，将引发灾民之间矛盾，甚至还会带

来社会不安定因素。其次，如果没有政府

的统一调协调，很多救灾物资发放就会造

成重复，将造成救灾物资的严重浪费，尤

其是食物，在亚热带地区食物不能长期储

存，加之很多外来捐赠方代表不了解当地

的实际情况，以及生活习俗，很容易造成

供非所需。经验证明，在政府的统一领导

和统筹安排下，参与救灾工作是最有效的

方法，也是最科学的。那么我们作为公益

机构来说，只要在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还要尽可能遵从捐赠方意愿。在

这种情况下，我找到了日喀则市民政局党

组书记，书记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同意

按照捐赠方的意愿去进行发放物资。

发放棉被棉褥子的一个场景

灾民们都份到了物资

向定日县中学1800名学生发放了睡袋

简陋的临时学生宿舍 再艰苦我们也要整理好衣物       今天我们终于有床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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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协会立马分兵两路，由我同

事巴桑牵头为一组，前往吉隆县萨勒乡

灾区发放物资。由我牵头为一组，前往

聂拉木灾区发放救灾物资。在吉隆县萨

勒乡发放救灾物资过程中，我协会得到

了当地政府领导以及吉隆珠峰管理分局

次旺局长和达琼副局长等领导的极力支

持和帮助。同样，在聂拉木县灾区物资

发放过程中，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政

局巴多局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使我们的物资能够顺利发到灾区第一

线，最需要的灾民手中。根据我协会物

资捐赠方的意愿及要求，所有物资就地

一一发放给灾民手中并一一签收，没有

作为储备预留任何救灾物资。通过我们

的实际行动，让灾民能够感受到祖国的

温暖，四面八方的爱心，确保捐赠方的

爱心真正送到灾民的心坎上。在这里我

协会代表灾区人民，特别感谢从远方来

的捐赠方代表郭慧玲女士、李俊斌先

生、鹏贤清先生、冉丽萍女士、朱理先

生、沙磊先生等公益伙伴的用心参与，

感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到灾区第一线

转达所有为之付出心血的爱心人士的问

候。  

整齐的折叠床 我们分到崭新的折叠床啦

一一登记，一一签收 一一登记，一一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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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

祖国四面八方的无私援助下，广大灾区

人民一定能够今早的摆脱困境，将灾区

建设的更加美丽。我们决心，作为当地

土生土长的社会组织，担起义不容辞的

责任，会继续付出我们的努力，实现我

们的价值，为灾区人民尽我们的所能，

帮助他们早日摆脱困境。

   最后，我们真诚感谢甘肃民间组织联

合应急平台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

大力支持，以及所有捐赠方伙伴们的极

力配合和辛勤工作。同时，衷心感谢此

次救灾物资发放过程中热心帮助和提供

过方便的日喀则市民政局领导、定日县

人民政府格平副县长、吉隆县人民政府

杨乾利副县长、市民政局普布拉姆科

长、聂拉木县民政局巴多局长、吉隆民

政局普布次仁局长、吉隆珠峰分局次旺

局长、达琼副局长、吉隆镇普布丹增副

镇长、定日县中学达瓦校长等领导和所

有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提供简单搭建帐篷的培训场景

捐赠方的伙伴正在卸救灾物资

严重受损的房屋 严重受损的房屋

团队正在发放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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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栏

潘得巴协会巴桑正在帮助吉布村村民转运物资 穿上新衣服，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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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各县抗震救灾

物资发放清单

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

01
物资名

称
地点（县） 地点（乡镇村） 数量 规格 单价 合计

02 折叠床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门布乡小学 300 180m 200 60,000.00

03 折叠床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琐作乡小学 500 180m 200 100,000.00

04 折叠床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乃龙乡小学 200 180m 200 40,000.00

05 鞋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小学 299 57 17,043.00

06 棉衣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小学 299 150 44,850.00

07 帽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小学 299 15 4,485.00

08 围巾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小学 299 15 4,485.00

09 手套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小学 299 5 1,495.00

10 鞋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小学 156 57 8,892.00

11 棉衣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小学 156 150 23,400.00

12 帽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小学 156 15 2,340.00

13 围巾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小学 156 15 2,340.00

14 手套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小学 156 5 780.00

15 鞋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中学 45 57 2，565.00

16 棉衣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中学 45 150 6,750.00

17 帽子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中学 45 15 675.00

18 围巾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中学 45 15 675.00

19 手套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中学 45 5 225.00

20 棉账缝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琐作乡 100 4/3 3000 300,000.00

21 棉账缝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门布乡 64 4/3 3000 192,000.00

22 棉账缝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乃龙乡 50 4/3 3000 150,000.00

23 棉被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冲堆镇 455 180m 130 59,150.00

24 棉褥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冲堆镇 455 180m 100 45,500.00

25 棉被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亚来村 45 180m 130 5,850.00

26 棉褥 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亚来乡亚来村 45 180m 100 4,500.00

27 聂拉木县物资运输费合计 90,200.00

28 聂拉木县物资及运输费总计折合人民币 116.82万

29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30 睡袋 定日县 定日县中学 1800 180m 55 99,000.00

31 定日县物资运输费合计 12,000.00

32 定日县物资及运输费总计折合人民币 1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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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34 睡袋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16 55 880.00

35 鞋子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316 57 18,012.00

36 棉衣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316 150 47,400.00

37 帽子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316 15 4,740.00

38 棉褥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 500 180m 100 50,000.00

39 棉被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 350 180m 130 45,500.00

40 棉被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帮兴村 150 180m 130 19,500.00

41 糌粑 吉隆县 吉隆县贡当乡 345 袋/50斤 190 65,550.00

42 大米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 690 袋/50斤 121 83,490.00

43 砖茶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 345 条/7斤 35 12,075.00

44 酥油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 345 袋/8斤 200 69,000.00

45 围巾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316 15 4,740.00

46 手套 吉隆县 吉隆县吉隆镇小学 316 5 1,580.00

47 睡袋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55 10,120.00

48 鞋子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57 10,488.00

49 棉衣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150 27,600.00

50 帽子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15 2,760.00

51 围巾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15 2,760.00

52 手套 吉隆县 吉隆县萨勒乡小学 184 5 920.00

53 吉隆县物资运输费合计 100,800.00

54 吉隆县物资及运输费总计折合人民币 57.7915万

55 总运输费 20.3万

56 总价值折合人民币 185.711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