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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特殊的 5·12：在汶川灾区走过的 11 小时，在心中跋涉了 11 年

这一天，是苦难、母爱与守护的纪念日

今年 5月12日，是母亲节，

是护士节，也是汶川地震11年祭

日。  

三个特殊的日子聚集在一起，

让这一天变得意义非凡。

我很想写点什么，可坐在电

脑边几个小时，一直不敢敲下第

一个字。不是矫情，而是每一帧

记忆都滚烫得让人难受。

2008 年 5月12日，母亲节

刚过两天，汶川地震发生。翌日

清晨，我和同事孙云赶往了地震

灾区。后来，我和广州日报等媒

体的五名记者于 5月14日奔赴

地震震中——汶川映秀镇。

那年，我们是首批奔赴汶川

地震震中的记者，而我是唯一的

湖南记者。   

从都江堰到汶川映秀，我走

了11个小时，在我的内心深处

却跋涉了11年。

我相信，我这些文字是独一

无二的记忆和感悟：汶川地震

纪念日告诉我们正视苦难，母亲

节提醒我们珍视母爱，护士节让

我们重视守护。

一
5月14日清晨6时，刚合眼

两个多小时，听说通往震中——

汶川县映秀镇的路被打通，可以

步行了。我们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便踏上了那条从成都前往映秀

的唯一通道。

路上，我们偶尔见到从灾

区走出来的人们，他们有的姐

妹相搀，有的父亲背着儿女，

有的夫妻牵手而行……

在紫坪铺镇，我遇到一个

叫蒋长友的男人，他家房屋也

倒塌了，他妈叫他出来帮忙。他

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开着摩托

车，每隔4小时轮换一次，免

费接送路上的行人。

许多年后，我每次想起蒋

长友就百感交集：这个“听妈

妈的话”的男人，真好！ 

蒋长友等人把我们送到一

个隧道口后，我们借着手机灯

光，迎着凄山风，走进了隧道

里。隧道里到处塌方，几辆汽

车被砸烂横在中间。迎面走来

的是受灾群众，因为黑，他们

轻喊提醒着：“小心，小心！”

我们立即回应：“小心，小心！”

出了这条近千米的隧道，

不远处就看到两个女人正在

路边烧水，桌子上放了几十个

杯子，阳光映照在她们疲惫的

脸上。

这位母亲见到我们就喊：

“快来喝口水，休息一下！”我

们不客气地端起茶水仰头就喝。

路透社英国记者艾玛一直想

打听她们的名字，但她们始终不

肯透露。

一个女孩蹲在地上，看不

远处的岷江。尽管11年了，我

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孩子恬静

的面容。没错，不管多大的天灾

人祸，只要跟家人在一起，就

能心安。

后来，越往深处，人越稀

少，路也越难走。路上满目疮痍，

乱石丛生。 

在漩口镇，整个镇上已没了

一栋完整的房屋。路口，有两个

军人守护着一个昏死的女人。

地震发生时，她的孩子在睡

觉，她去楼下买东西躲过一劫。

但孩子被淹埋后，她就昏死了。

十多个小时里，她昏死了四次。

还有一个女人，60多岁。地

震发生后，她狂奔回去喊儿子儿

媳。遇上余震，她与儿子永远

倒在了一起。

是女人意志稍弱，还是女

人用情太深？我不知道！我只记

得，那时母亲们哭得最抢天忽

地，喊得最撕心裂肺，也伤得

最悲痛欲绝。

二
一路上，我们经过两座危桥，

两条隧道。到达映秀镇时，已

是5月14日19点半——我们在

路上走走停停已有11个小时了。

天空灰白而苍凉，已被夷为

平地的映秀小镇死一般的寂静。

不时有直升飞机来接伤员，才

让这里多了一点声响和生气。

不远处的岷江正在低嚎，河水

浑浊，杂物遍布。在昏暗的天色下，

有人正拿着鱼网在河里捞……

河边绿洲上有一个男人一直

想从河里捞出孩子。他儿子的尸

体掉进河里了，他在河边找了一

天一夜没找到，他儿子的母亲急

得扯掉了一半头发。

路边平地上，随处能见到

摆放着的尸体，他们中有的被布

紧紧地包裹着，一层又一层。有

些好心人，特意把孩子和妈妈

放一起，用同一块布盖着。

记得当时有人说，映秀镇原

有 12000人，跑出来的却只有

2000 到 4000人左右。这其中，

有多少骨肉分离，母子难见啊？

那时，我才26 岁。我第一

次真正感觉到：即使我再大，也

是妈妈的孩子。我突然特别想妈

妈，便借香港明报记者的卫星电

话，准备给家人报个平安，可无

法联通。

后来，当母亲知道了我这段

经历，她唠叨了一个月。母亲说，

那几天她老是心神不宁，打不通我

的电话，又急又怕，只好天天祈祷。

我想，母子之间在冥冥之中

就有一根脐带牵扯着彼此的心

灵吧。

    
三

5月14日的晚上，汶川的日

夜温差很大。凄风冷冷，余震连

连，山上的石头滚下来，又带来

阵阵冷风。我白天穿短袖，晚

上套上两件雨衣，还是冷。

那天深夜，我们找到一队解

放军战士，希望插入他们的帐篷

里去过夜。但我们失望了，他们

那小小的帐篷里已挤满了50多

人，甚至是人上睡着人。

这些“最可爱的人”，这些母

亲疼爱的孩子们，他们每天只吃

一个馒头、只喝半瓶水，因为从

飞机上丢下的是救灾物资和装尸

袋……可他们得用手去废墟里挖，

帮母亲们找出了一个一个孩子。

后来，我们决定在一堵矮

墙下过夜，这样既可挡风，又

不担心它因余震而倒塌。我们

提议烧一堆火。去废墟里扯木

柴的时候，一位记者被尸体砸

到，导致我们一整夜躺在篝火边

难以入睡。

在我们的“床”边不远处，

也有一个篝火。我翻身走去时

才发现，这些人全是女人，她

们相约从都江堰徒步来到寻找

家人。谈起自己的家里的情况，

这些几分钟前还十分坚强的女

人泪水猛然决堤而泻。

黑暗中的一根蜡烛下，一位

中年母亲正在切菜，她的每一刀

都是那么认真，似乎生怕惊动了

沉睡在废墟里的那些孩子们。我

能清楚地见到她脸上的泪痕，可

我又感觉到她脸上的恬静。淡

淡的烛光和那张慈祥的脸相映生

辉，勾画出一幅难以言表却又温

馨无比的画面。

至今这种情愫仍时常在心中

激荡，可我总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就如同，我们能感觉到深切

的母爱，却常常无法表达母爱的

深切。

凌晨五点时，天已泛白，我

已醒来。那些女人已不见了，一

问才知道她们去废墟堆找孩子了。

可一直到后来，那无数废墟里才

找出2个活着的孩子。

许多年后，我偶尔在新闻上

看到，即便灾难已逝去多年，有

些母亲还在锲而不舍地寻找孩

子，希望他们活在世上。是啊，

天下所有的父母都一样——只要

孩子不见尸骨，只要孩子没有归

来，她们心里永远都有期盼。

四
那年在映秀镇，让我印象深

刻的，还有一群医护人员。

医患关系那时已恶化，很多

人对白衣天使可没啥好印象。但

在我的镜头里，我看到了一种救

死扶伤的精神，看到了一种守护

生命的担当。

5月15日6点多，我们也是

在一位年轻护士和一位年轻老师

的带领下到达映秀小学。

那时的学校已是一堆废墟。

大早就听到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在围

着废墟哭泣，有些人已哭不出声来。

一位母亲拼命地用手指挖着

脚下的砖块，手指头上沾满了鲜

血却浑然不知疼痛。一块砖头砸

在她脑袋上，她一个踉跄，跌倒

在地。这时，立即有护士跑过去。

不远处，3 个女人坐在一块

石头上，面向废墟，泪流满面。

在她们身边，也有护士照看着。

其中有位母亲，她的一对女

儿都埋在身下的废墟中，另两位

母亲的独生子也生死不明。

救援人员的双手，在巨大的

砖块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路被乱

石掩盖了，没有修通啊，所有的

大型机器被拒之山外！

一个小时后，废墟中露出一

个身子来，因为脸上布满了灰尘，

他的真实年龄无法看清，只知是

一个孩子。他的衣服被划破，胳

膊上的肉被削掉一大块，黏在上

面的血有些微微发黑了。因为腿

部被陷在里面，他的整个身子都

无法出来。

救援人员大喊：“准备救

人！快！”也有人喊：“这是

谁家的孩子？”

他的父母没有跑过来，

跑过来的是几个医务人员。

可输液的针孔插进孩子的手

臂，液体却不再流淌——孩

子在救援人员的眼前去世了。

一个护士捂着嘴巴，哭着从

废墟里跑出。

这些年来，关于汶川地

震，我们在新闻里见过很多

老师救下孩子的事迹，可那

年有个护士也让我震撼感动。

我只记得她姓聂。她的女

儿在一所幼儿园里，这栋 60

年代的房子里曾经承载着许多

孩子的快乐，但也被夷为平地。

聂妈妈的女儿被砸在一根

横梁下，她用一块浴袍小心翼

翼包裹孩子，又把孩子背在肩

上，奔赴在救援的现场。休憩

时，她就把孩子放下，用手帕

轻轻地擦着孩子满是灰尘的头

发和脸蛋……

五
在汶川震中映秀镇，我待

了两天；在整个地震灾区，我

待了21 天。我拍下过近 1000

张照片，可 11年来，许多照片

我不敢去翻动。

不是矫情，而是真的每张

照片和每个文字都会揭开一段

难受的记忆——那真的是人间

炼狱。

记得那时，我又渴又饿又冷，

听了无数悲仓却又感动的事迹，

我用相机拍下那些场景，我用

笔记下那些人名。如今11年过

去，我时常想努力记起那些事

迹那些名字，但我又努力想要自

己忘记。

可是，在那里，我也看到了人

性至善、母爱浩瀚、祖国伟大……

一路上所见所闻，于悲惨之

际显温馨，许多善良的人们，让

我终生难忘；一路上所见所闻，

于寒冷之际有母爱，那些让人震

撼却又温暖无比的瞬间，让我感

到和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一路上所

见所闻，于绝望之际献希望。解

放军战士、消防队员，医护人员身

上的一绿一橙一白，是那年汶川

地震灾区最温暖、最鲜艳的颜色。

今年的 5月12日，既是汶

川地震11 周年祭，又是母亲节，

也是护士节，这一天值得我们纪

念苦难、母爱和守护。

我写下这些瞬间，也许能让

这一段经历给您一点儿启发和感

悟：人生总会有苦难，好在我们

有爱相随，有情守护。

灾区里的三个苦难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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