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参考）： 第四单元 参与政治生活

陈少菡

案例的收集和整理。一般来说，案例的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报刊杂志。教师平时应

养成读书读报的习惯，并有意识地搜集与德育相关的内容，通过复印或剪报、摘抄等形式将有

关的资料进行整理和保存。二是电视、广播等视频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如《今日说法》、《每

周质量报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等，对一些教育意义较大的节目可进行刻录。三是

网络，信息量非常大，取材方便，但信息复杂，有时真假难辨需要教师进行甄别筛选。

第九课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一、情景剧表演《选举风波》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任务：

1.李虎的妻子在行使公民的哪项政治权利？

2.同样是检举何旺财贿选的事情，李虎的妻子成功了，而李虎不但没有成功还被行政拘留

了，这给我们什么启示？

◆通过情景剧表演和探究让学生了解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

附情景剧剧本 ——

（1） 《选举风波》之《我的选举权》

陈强：“您好，张大婶，听说我们希望乡要选人大代表了，我们几个准备投我们老村长一

票。”

张大婶：“是啊，老村长很好，我也准备投他一票，但你需要等到下一届才有资格投票啊”

陈强：“张大婶。为什么呀？”

张大婶：“因为你才 17 岁，国家法律对哪些人具有选举权是有规定的。” 珍妮：“那我

可以吗？” 李彩霞：“我行吗？” 张帅：“那我呢？”

张大国：“张大叔，我呢？”

张大婶：“你们这可难住我了，具体的法律规定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我们还是请专家为我

们解答吧。”

《选举风波》之《黎明前的黑暗》 何旺财：“小王，你好，我想跟你说个事” 小王：“什么

事？旺财哥” 何旺财：“你的选民证拿到了吧？” 小王：“是啊，你看，当当当当”



何旺财：“过两天乡人大代表选举，你投我一票吧，我给你 100 元钱” 小王：“这能行吗？”

何旺财：“怎么不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小王：“那好吧”

潜台词：何旺财用同样的方法买到了很多张选票。过几天，乡人大代表选举结果公布。何旺财

当选为人大代表。落选的李虎非常不解，当天找了几个哥们聊天。 李虎：“你们说，何旺财

都能当选人大代表，而我却不行，真是气死我了” 小赵：“虎哥，我们听说何旺财的人大代

表是用钱买来的” 小李：“是啊，我也听说了。” 李虎：“啊，原来是这样的”

潜台词：李虎二话没说，就纠集了乡里 30 多人到乡政府集合后又组织群众到乡主要街道游行

示威，阻碍了交通。警察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强行将他带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李虎

还质问警察。

李虎：“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你们凭什么抓我？

（2） 《选举风波》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潜台词：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 李虎妻子：“喂，妹子，你有事啊？” 李虎

妹妹：“嫂子，听说我哥被行政拘留了，什么事呀？”

李虎妻子：“你哥知道何旺财贿选的事情非常生气，纠集 30 多人上街游行示威，阻碍了

交通还不服从警察管理。”

李虎妹妹：“我哥也太冲动了。不过，何旺财贿选的事情您可以向县人大常委举报并申请

罢免啊。”

李虎妻子：“好，我明天就去” 咚咚咚（敲门声） 李主任：“请进”

乡民 1：“您好，您是县人大李主任吗？” 李主任：“是啊，请坐。请问你们有事吗？”

乡民 2：“我们是希望乡居民，我们向您举报何旺财通过贿选当上乡人大代表的事情。”

李主任：“好的，对于你们的举报我们会认真核查，绝不姑息”

潜台词：最后，何旺财贿选事实成立，构成破坏选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第十课 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一、关于公民的基本义务：

·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

会公德。



·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依法纳税。

·劳动和受教育。

·计划生育。

二、关于“责任”的『名言』

1. 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 ——刘易斯

【美】

2.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

命. 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维克多费兰克【英】

3.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人所能负的责任, 我必能负; 人所不能负的责任, 我

亦能负. 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 ——林肯【美】

4.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梁启超【中国】

5.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 ——列夫托尔斯泰

【俄】

6. 这个社会尊重那些为它尽到责任的人.——梁启超【中国】

第十一课 关注国际社会，维护国家利益

关注国际社会，关注祖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树立全球观念、国际意识。

一、担当起国际人道主义使命

——中国政府和人民援助海地地震灾区十日纪实

新华社北京 2010 年１月２３日电 新华社记者

从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发生７．３级强烈地震那一刻到今天，已经１０天过去

了。

日前，中国政府决定在向海地紧急提供价值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灾援助的基

础上增加救灾援助，其中包括２６０万美元现汇。而数十名赴海地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中

国医疗防疫救护队队员也已整装集结，随时等待号令起程……

1 月 17 日，在海地太子港，中方人员在机场迎接来自中国的地震救援物资。当地时间当日

https://www.baidu.com/s?wd=%E5%88%98%E6%98%93%E6%96%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8%98%E6%98%93%E6%96%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A2%81%E5%90%AF%E8%B6%8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8%97%E5%A4%AB%E6%89%98%E5%B0%94%E6%96%AF%E6%B3%B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8%97%E5%A4%AB%E6%89%98%E5%B0%94%E6%96%AF%E6%B3%B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A2%81%E5%90%AF%E8%B6%8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凌晨 4点 11 分，中国政府援助海地地震灾区的物资抵达太子港，这批物资重约 90 吨，价值人

民币 1300 余万元，包括 20 余万份药品、1000 顶帐篷、240 套便携式应急灯、2套水净化设备、

1250 公斤食品和饮用水、4080 件单衣等。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１３日清晨（当地时间１２日下午），海地发生７．３级强烈地震。瞬间，房倒屋塌，遍

地瓦砾，掩埋于无尽黑暗里的生命，挣扎于废墟之中的手臂……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连日来，中国政府和各界民众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向海地提供各种援助，表达关

切之情……

中国政府紧急行动——不计

成本、不计条件，把中国的人道

主义救援物资顺利地送达海地

无数生命被瓦砾吞噬，亟待

救援！

虽然远隔千里，但中国政府

在海地地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

反应——

１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立即作出指示，要求

有关部门立即做好援助海地的准备。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随即向海地外长尼古拉斯发去慰问

电。

１０多个小时之后，瑟瑟寒风中的北京冬夜。

积雪覆盖的首都机场南停机坪跃动起一团团橘红色“火焰”。两名身着橘红色救援服、头

戴红黄色相间头盔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扛着国旗和队旗，率先登上飞赴海地地震灾区的专

机。

在得到“派遣中国国际救援队飞赴海地实施紧急救援”通知之后的１５个小时内，由６０

名专业搜救队员、医疗救护人

员和地震专家组成的救援队集

结完毕，携带生命探测仪等抢

险救护装备和大量物资、药品，

将为西半球遭受严重地震灾害

的海地人民雪中送炭。



1 月 20 日，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为一名在地震中受伤的男子包扎伤口。

当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深入太子港索纳比工业园内的一个医疗救助站，协助当地医生救治地震

中的受伤人员，传授卫生防疫知识和心理辅导知识等。新华社记者 袁满 摄

美联社这样描述说：１３日至１４日有大约６０架飞机载着约２０００名紧急救援人员抵

达海地首都太子港机场。先期到达的各国救援小组已经展开了救援工作。“其中令人瞩目的是，

中国的救援队第一批赶到，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反应能力。”

此刻，中国红十字会也向海地红十字会发出了慰问电，表示将尽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１

３日，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海地提供１００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款。

为了方便社会各界人士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公布了银行、邮局、网络、短信等接受社会捐

赠的方式，以及捐赠热线和捐款到账查询电话。

而这一切的发生距离海地地震还不到２４个小时。

海地，灾情仍在蔓延，苦痛还在加深——随着前方记者有关报道不断传来，中国人民的心

无不为之牵动。１ ５日，中国

政府决定向海地紧 急 提 供 价

值３０００万元人 民 币 的 人

道主义救灾援助。

１６日中午，首 都 国 际 机

场。

首批我国向海地 震 区 提 供

的人道主义救灾物 资 正 在 紧

急装运。在用中英 文 书 写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援助”字样

的救援物资包装箱 上，托起了

火红的五星红旗的一束翠绿橄榄枝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醒目。

“在２４小时内完成物资筹措并安排运输，我们打破了紧急援助的常规。”国防部外事办

公室综合局副局长耿雁生告诉记者，将以往需要４８小时到７２小时的行动方案压缩在２４小

时内完成，是为了将援助物资尽早发放到灾民手中。

简化程序、特事特办就是落实这次援助方案的关键词——

在火速完成相关审批程序后，商务部旋即启动了人道主义紧急救灾物资援助应急机制。外

交部、总参谋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和民航总局等部门纷纷应声而动、各司其职。

1月 18 日，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总统府广场前为受伤民众疗伤换药。海

地本月 12 日发生强烈地震以来，中国国际救援队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援助机构展开合



作，为缺医少药的海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新华社记者 袁满 摄

星夜兼程，参与紧急人道物资筹措和运输的部队官兵从北京、上海、石家庄、南京、珠海

五地以最快的方式向北京集结。“最后一批物资运抵时已是１６日凌晨，很多参与紧急人道物

资筹措和运输的部队官兵都彻夜未眠。”耿雁生说。他的眼中布满血丝。

南方航空北京分公司货运部的郝元玲和他的同事们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北京凌晨刺骨的寒风中，他们负责将从各地陆续筹集送到的数十吨紧急援助物资送检、

打包、装运，从１５日下午一直忙到１６日早上５点多，很多人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

……

而此刻，地球另一端的海地太子港。中国人在抢时间，也是抢生命——

在废墟上，防暴队５８名队员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火速找来了撬棒、锄头等工具，

拼死抬石块、扒土堆，锄头挖钝了换个接着挖，手磨破了没人在意仍继续干。机器声、呼喊声，

石块撞击声响成一片……

为了维护当地治安稳定，当天防暴队派出警力２９组１１８人次、车辆３１辆次，为救援

队医疗组开展对外实施医疗救助工作提供了护卫和运输。

中国的飞速支援表达着一个国家崇尚和平的道义担当，一种对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充分自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各个部门仍在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行动着——

尽管中国在这次灾难中牺牲了８名维和警察，但公安部依然决定向海地灾区增派４名联合

国维和警察；

中国国家减灾中心（民政部卫星减灾应用中心）开展海地地震灾区受灾情况监测与评估工

作，向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等国际空间技术合作组织提供了所获取的卫星

遥感数据和灾害损失监测评估产品；

中华慈善总会发出了关于联合开展援助海地灾民救灾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国慈善

机构和中华慈善总会一起联合行动，积极、主动、热情接收社会各界对海地灾民的捐赠；

……

“我代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感谢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赶到这里开展救援。”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深情致谢；“感谢中国国际救援队，你们是第一支来总理府进行人道主义

救助的救援队。”海地总理礼宾官如此感慨。

中国救援队迅速施救——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２００％的努力，继续在灾区搜

救幸存者

１月，正值海地的盛夏。

持续的高温给救援工作增加了格外的难度。手掌被锹镐等工具磨起水泡、红肿，长时间炎

夏中的工作导致脱水——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们的努力却从未停歇。

当地时间１４日凌晨，中国政府迅速组派的包括救援队员、医疗队员、地震局专家、官员



等在内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海地，之后火速赶赴太子港市区最严重的受灾现场，查看灾情并

展开搜救、组织治疗……

第一时间，代表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带着关爱、带着温暖、带着希望，飘扬在海地首都太子

港的上空。

废墟下的生命随时可

能终止，救援是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战斗。中国国际

救援队总领队黄建发说，

在最短时间内调集有限

资源，向最需要的地区实

施救援，“中国国际救援

队的搜救行动不分国界”。

1 月 18 日，中国国际

救援队医生在海地首都

太子港搭建流动帐篷医

院。新华社记者 袁满 摄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２００％的努力，继续在灾区搜救幸存者。”队员们始

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在这样的信念中，他们连续奋战６０小时后，挖掘出我８名维和警察的遗

体和多具联合国官员遗体。

无论是印度洋海啸，还是缅甸风灾，无论是“５·１２”中国汶川地震，还是“１·１２”

海地太子港地震，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不幸遭遇，更是我们生存于地球的脆弱之处；它考验

的也不仅仅是一国一地的民众，更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担当。

“如何减少焦虑？有３种方法……”２２岁的海蒂坐在马路边上，逐字逐句地小声读着中

国国际救援队印发的心理疏导常识。

这是海地地震后，失去２名亲人的海蒂接受的第一次心理疏导。来自武警总医院的中国国

际救援队医护人员，一边为海地受伤灾民诊治病情、发放常用药品，一边宣讲心理疏导干预常

识。

为克服语言障碍，更好地达到干预效果，他们连线国内的武警总医院心理专家编写了灾后

心理疏导常识和课件，请志愿者帮助翻译成法语。这张中法对照的“灾后心理疏导常识”写满

了一页纸的正反面，从心理情绪认知到心理疏导减压的方法，内容十分丰富，语言通俗易懂。

连日来，一面“中国人民帮助您”的大横幅一直悬挂在海地首都太子港总理府前广场上的

医疗帐篷侧面，这条红白相间的大标语特意使用了中文、法文对照，格外引人注目。



用板凳当桌子腿、用木板当桌面，搭起简易桌子，再铺上一层塑料布，摆上必备的药品，

一个流动诊所就这样建成了。“这里缺少药品，能得到中国人的援助，我觉得他们很幸运。”

一位路过的海地居民说。

在诊治伤员的同时，中国国际救援队医护人员还发放用法语印制的“灾后卫生防疫十项注

意”宣传单，同时通过扩音喇叭宣讲卫生防病知识；他们背起几十斤重的消毒喷雾装置，在灾

民聚集区开展防疫工作，改善当地卫生环境……

忙碌的医疗队员们甚至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医疗队员杨轶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仅２

０日当天，他们就为４９０多名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疏导，发放心理疏导传单和灾后防疫

传单５００份。

面对灾难，人类的互助没有边界。自１月１３日以来，中国政府派出紧急救援队，在治安

混乱的形势下，仍然坚守在救灾第一线，尽最大努力帮助海地灾民。

在他们的身后，有着祖国人民强大的支援。“我们渴望派出医疗骨干冲锋在前，奔赴海地

救援第一线！”１７日上午，收治汶川地震伤员最多的大型综合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发出

了“海地地震医疗救援请战书”。

一封封“请战书”传递的是每位中国人民希望以自己微薄力量，为深受灾难的海地人民解

除痛苦的殷切之情。截至目前，中国国际救援队共救治伤员２５００多人，其中救治重伤员５

００多人。

现场的海地总理府办公室主任赫尔维·戴被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们高效率的工作和敬业精

神感动了。

“中国国际救援队在灾难发生之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中国提供的药物和救援队员现

场专业的救治使许多受灾群众及时得到帮助和关怀。”赫尔维·戴说，灾难发生后，中国的救

援队和我们在一起，还派出医疗队为受伤群众提供救治，这实在难能可贵。

不分国界，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中国在海地的赈灾行动，是高尚人道、无私情意和

国际责任的体现。正如日本《产经新闻》文章所说，海地地震后，中国反应迅速，最先伸出援

手，积极而负责任。

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黄雪平２２日表示，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公室的要求，中

国政府决定再派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中国医疗防疫救护队４０人

赴海地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目前，医疗防疫救护队已做好行前各项准备，即将起程……

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你们现在经历的痛苦，我们也曾体味，希望这一切尽快过去，希望

你们能尽快站起来

海地人民正与苦痛抗争的同时，在汶川大地震中救出２９人的中国国家抗震救灾英模陈岩

也一刻不停地和各个部门取得联系，希望能尽快奔赴海地，挽救更多幸存者的生命。



“汶川地震时，四川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帮助，现在海地有难，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了。”陈岩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以及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无私援

助。”

一年多前，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对此次海地地震，中

国人民感同身受，他们密切关

注着万里之外的海地灾民。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魏苇

告诉记者，领事司于１３日１

５时开通了两部２４小时热线

电话。

“很多来电者情绪比较激动，

我们的接线同志一方面记录信

息，一方面也进行安慰。”魏

苇说，随着灾情的逐步明朗，

问询电话逐日减少，但更多中

国民众在电话中表达出捐赠甚

至前往海地担当救灾志愿者的意愿。

1 月 14 日，在海地太子港，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驻地勘查地震灾

情。当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海地开展地震救援工作。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向海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的援助和中国红

十字会的捐款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真心帮助海地人民救灾。”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沈智良

说。

截至２２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收社会各界为海地地震灾区捐款已达５６０多万元

人民币。“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电话，有询问捐款事宜的，有希望到海地从事志愿工作

的，还有表示愿意认养地震孤儿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告诉记者。

在中国各地，特别是昔日曾经遭受大地震灾难的地方，一幕幕感人场景不断上演——

１４日上午，成都市慈善总会。

两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的老年人来到这里。并不富裕的两位老人在电视上看到震后海地

的悲惨场景，不禁落泪，决定将部分退休工资捐赠给海地受灾者。“那里缺食品、缺药品……

我们去不了，但要捐钱向海地表示支援。”这是成都市慈善总会收到的第一笔普通市民向海地

地震灾区的捐款。

１５日下午，汶川县城锅庄广场。



一场以“同住地球村，献出爱心、祈福海地”为主题的募捐活动吸引了当地男女老少的目

光。居民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将自己那一份份爱心和真挚的祝福投进那一只红色募捐箱。

“叔叔，我把这些钱投到箱子里，好让海地的小朋友能快点回到学校。”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姑

娘王灵紧紧攥着自己攒的１０元零花钱，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将钱塞进募捐箱。

１９日，唐山红十字会。

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刘姓市民捐款３０００元。他说，自己是地震的亲历者，亲身

体验过地震带来的切肤之痛。海地虽然远在天涯，他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这个地方，但人类的

情感是相通的，不分国籍、种族、空间限制，３０００元虽然不多，但希望对那些缺吃少药的

海地灾民，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

亿万中国人在倾听海地的声音、向海地投去关切的目光。

点亮烛光吧，给地球另一端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海地地震发生后，国内各大网站也都

在第一时间设置了专题——

新华网开设了“海地在颤抖”专题，网友们汇聚在此，为地震中的海地人祈福。

新浪网、搜狐网也开辟了“向我遇难维和人员献花”“为海地地震遇难者默哀”等专题，

数十万网友致以哀思，献上鲜花，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刷新飙升。

“你们现在经历的痛苦，我们也曾体味，希望这一切尽快过去，希望你们能尽快站起来。”

“勇敢面对灾难，坚强面对人生。祝福海地幸存的人民在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美好。”……

一句句真情的话语，通过博客、微博等形式，在各大网络上涌动。

海地总理府负责援海救助物资的总协调人杰西·贝勒里夫看见新华社记者，主动提出要对

中国朋友说几句话。她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帮助海地人民，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以

海地人民的名义，向你们说声‘谢谢’”。

……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园。海地发生大地震后，海外华人纷纷在第一时间以各种形式援助

海地，给地球另一端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用爱点亮远方的生命之光。

１５日， 香港和澳

门红十字会 分别宣布

拨款２０万 港元和２

０ 万 澳 门 元，支援

海地地震灾 区。截至

１９日，香 港市民救

助海地灾区 款项已逾

２１００万 港元。



“这段日子以来，很多中国普通民众向我处致电、表达慰问，有人还表示愿意捐款，这种

感情让我感动。”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让·瓦尔纳尔·多尔纳瓦尔表示，中国人民的

友好和关爱也让我们非常震动。

自从海地地震发生以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一直

为中国援助海地工作而忙碌，在此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对遭受地震灾难的海地人民

的那份深情。“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中国对万里之外的海地给予了关心和帮助。中国积极参

与，成为国际大救援中重要一员。”（参与采写记者：谭浩、李忠发、林红梅、卫敏丽、邹伟）

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对海地的地震救灾援助力度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２１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对海地的地震救灾援助，其

中包括２６０万美元现汇。

刘振民是在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海地地震第二次灾情汇报和认捐会议上作此宣布

的。

刘振民说，自１月１３日以来，中国政府派出６０人的紧急救援队，一直在太子港实施

救援。中国国际救援队在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大楼和海地总理府等若干地方实

施了有效的救援行动，已挖出了多具罹难者的遗体，其中包括联海团团长赫迪·安纳比和其他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遗体。同时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医疗队平均每天为几百名灾民提供医疗救助。

此时此刻，中国国际救援队仍然坚守在救灾第一线，尽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海地灾民。

二、电影：《红海行动》、《战狼 2》

http://www.gov.cn/jrzg/2010-01/22/content_15169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