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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求救文檔架起民間互助橋
河南籍女大學生創建 志願者和時間賽跑 3日訪問量近65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河南暴雨牽動人心，

7月19日晚，一份名為「待救援

人員信息」的特殊在線互助文

檔，在微信朋友圈裏廣泛傳播，

並且在眾人的不斷努力下，不斷

更新增加有效信息。截至到22日

19點，文檔瀏覽量近650萬，幾

十名志願者仍自發在「雲端」接

力編輯，和時間賽跑，寫下了一

個「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感人

故事。

「待救援人員信息」文檔時間線

第10小時：
新增「醫療信息」工作表，醫生們自發組織線上問診群

第11小時：
待產孕婦生產指南被大字加粗放到了首頁

第12小時：
一天沒喝水沒喝奶的小寶寶被救下了

第13小時：
254人同時在線編輯，騰訊文檔產品團隊緊急擴容

第14小時：
被劃去的求助信息越來越多

第15小時：
新增「可充電地點」工作表

第16小時：
可充電地點出現停電

第17小時：
網友陸續留言，增加子表

第18小時：
表格增加新功能，網友拉起了更多微信和企業微信互助群

第19小時：
有程序員自發製作了可以標記求助地點的地圖小程序

第20小時：
更多志願者在整理表格內的格式，進行分區、校對等

第21小時：
新增互助信息快速反饋通道，表格中出現「加油」字樣

第22小時：
避險地點接近100個，表格有了獨立首頁+9格功能欄

第23小時：
求助信息超1,000條，聯繫上救援隊

第24小時（7月20日20：57）：
求助需求、救援信息還在不斷增加

第54小時（7月22日04：00）：
志願者增加英文首頁和各頁面鏈接

第60小時：
持續聯繫官方和救援隊伍，上報已整理的求救信息，保證信

息有接受渠道，做好數據脫敏，電話只對救援人員開放

第70小時（7月22日19時）：
騰訊文檔專人核實救援人員、物資信息

第1小時（7月19日 20：57）：
作者Manto創建「待救援人員信息」文檔，15分鐘後新增

兩個作者，陸續開始從各個渠道收集各種求助信息

第2小時：
求救人員中出現了已經破水、即將分娩卻沒有120救助的

孕婦

第4小時：
被困的人越來越多，新增「可支援」和「漏電風險地

區」欄

第6小時：
求助需求突破300條。「已救援信息」工作表增加了「求助

時間」、「所在區域」等欄目，也有越來越多的溫馨提醒出現

第8小時：
出現了新的待救援工作表，個人和商戶提供的救援地點還

在不斷增加

第66小時：
重點整理物資救助信息

第9小時：
網友呼籲「別亂搞文件」

第7小時：
救援隊到了！新增「官方救援隊信息」、「民間救援隊信

息」工作表

第5小時：
「避險地點」工作表出現了「個人」，即個別志願者為受

災群眾打開了自己的家門可報上名來

第3小時：
求救人員中出現了第一個脫離險境的家庭，一個大人兩個

小孩，更新了備註：「已經順利坐上車回家了」

雲端接力
集思廣益

「增加一欄
『已救援信息
統計』表吧，
將已經失效的
信 息 集 中 起

來，再把沒有得到救援的信息前
置。」

「文檔手機打開太卡頓了，留
言板等一些次要信息欄，用鏈接
的方式，分離出來吧。」

「容易誤觸新增工作表，個人
覺得如果有閱讀模式會更有幫
助。」

「是否要對接一個官方闢謠平
台。」

…………

仍有志願者不斷加入
22日一早，志願者Hikari就在

微信群裏，分享了多個需要改進的

建議，並努力收集整理表格裏的冗
餘信息，增加了更多的信息導航表
對外鏈接，以減輕文檔的加載負
擔，提高文檔效率。「很多看到文
檔的當地人說加載不出來、耗電，
也沒辦法及時得到幫助。所以希望
能盡力幫忙精簡文檔。」

Hikari是「待救援人員信息」
的百名雲端志願者之一。在微信
群裏，志願者們已連續工作十幾
個小時，不斷地梳理最新信息，
按輕重緩急排序，再把信息發到
官方渠道。7月22日，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發現，仍有志願者不
斷加入，大家集思廣益，分工協
作，為呈現出更明晰的有效信息
而努力。

檔案爆滿籲用完退出
據最早協助管理的志願者李偉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檔在發
出當晚就已經爆了，經過24小
時的持續發酵和全網傳播後，大
批求救者已經陸續得到幫助。文
檔建成的第三天（22日）開始，
表格裏的求救信息已經消化得差
不多了，文檔的功能也需要有重
新定義。「我們就在群裏收集了
大家的建議，呼籲不再在文檔中
增加過多的新的申請和求助信
息，而是開始引導大家到官方求
助渠道發布信息，否則繼續發布

求救，會滯後信息的反饋。」
Hikari直言，能同時編輯文檔

的人很多，目前救援人員和物資
信息由騰訊文檔專人核實。志願
者們呼籲，如非必須，請考慮退
出文檔，以保證正需使用此文檔
者流暢使用。騰訊方面也呼籲，
請不是河南/鄭州的朋友暫時不
要去打卡參觀，以免影響信息的
流暢搜尋，讓鄭州人民得到更加
順暢的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文檔創建者Manto是
就讀於上海財經大

學金融學院2021級的河
南籍學生李睿，「這次
家鄉災難給我的就業啟
示，要做一個能對社會
有貢獻有價值的人。」19
日晚上，Manto在微博上看
到了各種受困群眾的求救信
息，內心焦急萬分的她，當即發了
一條要收集整理各類救援資訊的朋友圈信
息，包括整理和判斷求救信息優先級、同步
聯繫被困人員和求救人員、跟進後續救援情
況、搜集新的救援聯繫方式等。說幹就幹，
這條朋友圈信息在同學、朋友、社群夥伴以
及實習工作夥伴中得到了迅速響應，從最初
的32人，陸續吸納了更多的志願者加入。

優化信息統計 功能不斷擴大

為了讓每一個求助的信息被看到，幫助救
援者更快到達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Manto
和小夥伴開啟了一場在線救助大接力。在文
檔創建的第一個24個小時裏，志願者們先是
建立了待救援信息統計表，後續新增實時求
助信息群，分別有夥伴在網上搜集整理信
息、判斷是否合適、篩選，然後再轉發到小
群，後面數據多了起來也考慮到了信息重複
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1
個32人「信息收集統計群」、
兩個「待救援信息整理
群」、兩個「線下救援
匹配群」、兩個「專
業救援群」。後續經
過大家的擴散，現
在已經增加了很多
個自發組成的志願
者信息群。
隨着越來越多的
志願者加入，大家

集思廣益，不斷擴大文檔的信
息和功能，按緊急程度標注
優先級，官方救援隊信息、
民間救援隊信息、線上問診信
息，都被陸續創建和補充進
來；微信和企業微信互助群、標
注地點的小程序、互助信息快速反

饋通道也被加入了文檔之中。「我們還
聯繫到了一些專門的志願服務組織和救援機
構，可以提供線下志願和救援服務，把文檔
發到群裏，讓他們根據信息來判斷是否可以
去救援。」Manto說。

求助者報平安 志願者受鼓舞

每一次信息的更新，都令到Manto和志願
者們深受鼓舞。第3個小時出現了第一個脫
離險境的家庭，一個大人兩個小孩更新了備
註稱已經順利坐上車回家。之後是一位發高
燒的女生、一個84歲的老人被成功救援；被
困在車裏一天沒喝水喝奶
的小寶寶得到了救

助；一位被困幾小時待產的孕婦被送到了醫
院……救援仍在繼續，越來越多的求救信息
被劃掉，也有許多人沒得到及時救助。「看
到有兩個獨居老人受困，其中一位處在失蹤
狀態，弱勢群體缺乏保障，也沒能了解到老
人的後續情況，至今還是很難受。」Manto
說。

救援收集表格 變「多用途」平台

災情面前，很容易出現不好的情緒，一位
鄭州的朋友特意躲到表格的最下面，寫了一
段因為工作而喪氣的話。而網友們自發用粉
色的「加油」把他團團圍住，給與失落人鼓
勵和信心。在文檔的留言板界面裏，還有來
自全國各地的網友留下的祝福語。
7月22日18時，在文檔創建近70個小時
後，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發現，這份救援信
息在線收集表格，已變成一個「多用途」的
民間抗洪資源對接平台，涵蓋了鄭州緊急求
救地圖、避險地點、可充電地點、心理疏

導、物資援助、醫療信息、漏電塌方風
險地區、自救錦囊、闢謠板塊等十
餘個界面，同時在線人數高達千
人。在線文檔

加速迭代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

溪 深圳報道）「救援求助信
息龐大，考慮到需要在線上統計，

涉及到多人協作和更新實時信息，最開
始想用Excel，但是覺得很難實時，就選
了騰訊文檔。」此次河南災情救援信息
的收集，Manto無意間帶火了可以多人
協作、雲端實時保存的在線文檔領域。

疫情期間發揮大作用
據騰訊文檔運營負責人Mube透露，

通過此次事件，已收集了大量
使用者的操作建議，目前
團隊正在努力優化，進

行快速迭代。
在線文檔作為全新的文檔協作模式，在

疫情後被更廣泛使用。其特徵是將辦公從
本地遷移到雲端，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實現在線實時存儲，支持多人實時協
作，在去年疫情期間就已發揮了很大的作
用，當時有很多小區、社區、學校、企業
等都是用騰訊文檔進行相關登記。
據騰訊文檔運營負責人Mube介紹，7

月17日以來，為保障災情下信息流轉通
暢，提升救援互助信息收集管理效率，
騰訊文檔緊急提供了多項支持，包括加
速救援互助信息收集，推出「救援互助
信息登記模板」專題，涵蓋「河南暴雨

緊急求助通
道」、「暴
雨求助信息統計
匯總表」等 33
套模板，提供給有需要收集救
援、求助等信息的政府、救援機
構及公益組織，為實時關注跟進求助
者的信息來實施救援提供便捷。
此外，為方便大家高效協作進行信息共

享，讓更多災區民眾可以同時填寫救助信
息，技術團隊緊急將同時協作人數擴容
了2倍，並有多人一直24小時輪班值
守，確保產品的穩定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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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千年一遇的大暴雨，一個個「愛心之舉」在朋友圈洗版。圖
為工作人員在鄭州東站進站口處為滯留旅客提供早餐。 新華社

●● 文 檔 創 建 者文 檔 創 建 者
「「MantoManto」」李睿李睿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待救援人員信息」統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