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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满目疮痍已重回葱绿；悲伤哀恸化作生的动力。
___当年，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感动和激励着成千上万人收起悲伤，重建家园。
___10年里，这些闪亮的名字，已化为一个共同的符号，成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一部分。
___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他们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成长，他们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收获，

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今年看儿子没哭今年看儿子没哭，，应该算是过了那道坎儿了应该算是过了那道坎儿了””
——刘刚均

“锯腿硬汉”刘刚均
扔掉手杖站起来

10年前的大地震让他失去了右腿。

“硬汉，我认。”
“但我不是英雄，那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10年前的大地震也让他失去了儿子。
以前看儿子，去一次，就要哭一次。
这一次去看儿子，全程都没有哭，

“自己应该算是迈过那道坎儿了。”

“我不是英雄，那是求生的本能”

迈出那一步
就不怕了

这几天，老刘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记
者的电话，他猛然意识到，那场地震，已经过
去10年了。

8日下午，绵竹市汉旺新城，暖暖的阳光洒
在街头各个角落。老刘一手端着保温杯，一手
夹着烟卷，带记者去参观一位残疾朋友开的手
工作坊。显然，他已经适应了右腿假肢的存在，
只是走路的时候，身体会下意识地向左边稍微
倾斜，以便右腿安装的假肢能提起来，“如果不
提起来，走路就要摔跤”。

2008年5月12日下午，43岁的老刘乘客
车返回绵竹市天池乡老家，车子在山路上行
驶了二十多分钟，突发地震，山体滑落的巨
石狠狠砸中客车，一块大石正好不偏不倚压
住了老刘的右腿，“那种疼痛无人能想像，它
简直比死还难受”，有人试图搬走巨石，但徒
劳无功，只能出去找人救援。直到13日中午
时分，家族中的两个晚辈闻讯赶来，但还是
不能将他救出来，两人再次返回找人，晚上7
时许，妻子和10多名亲戚朋友带着矿灯、钢

钎、铁锤等工具赶到现场，仍无法搬走石头。
“我在煤矿工作多年，知道遇到这种情

况该怎么办。”老刘最终决定，让亲友们将自
己的腿割断。一场特殊的手术随即展开——
没有麻醉药物，没有手术器械，没有止血措
施，亲戚朋友按照老刘的指挥，用钢钎和刀
子将他的右腿截肢，将其成功救出。

获救后的老刘，被外界冠以“锯腿硬汉”
的称号。曾有记者问他:“刘哥，你被压在里边
咋个想。”只有初中文化的老刘想了想，“这
样，我们做个实验，不要说那么大块石头压
住你，现在拿一支筷子，你把手指头放在桌
子上，我用筷子压你手指头，然后你看是你
觉得痛，还是在想其他啥子。”

直到现在，当人们见到刘刚均时，仍会
对他10年前作出的决定竖起大拇指，再补充
两个字：“硬汉”、“英雄”。但老刘总会轻描淡
写地回一句：“硬汉，我认，但我不是英雄，那
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就是无奈之举，是一个
笨办法”。

刘刚均在一位残疾朋友开的手工作坊

老刘的家，在绵竹市汉旺新城天池宜
苑小区，这是一套40平米房子，客厅靠墙角
的沙发，是老刘的“专属位置”，他喜欢打开
电视靠坐在沙发上，看一场斯诺克比赛，或
是一场篮球赛，偶尔埋头打开手机，去微信
群里抢几个小红包。

“我现在没有物质上的追求了，不跟人
攀比吃穿，我有时跟朋友开玩笑说，也许我
肢体上不如你们，但我心理上很健康。”

老刘说，自己和妻子每个月有社保、
失独家庭补助等，这些钱足够他和妻子的
生活开销了。每天，如果社工服务中心没
什么事情，老刘会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园转
转，或是喝坝坝茶聊天，“什么都聊，也有
人会提起了过去不开心的事情，但都会互
相开导”。

和朋友聚会，老刘很少主动谈起十年

前的往事，即便有媒体记者前去采访，他
也会提前跟对方约定，“以前的事情，几句
话带过就是了，我们不谈过去，我更想讨
论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和以后要做的
事情，我现在追求的是未来式”。

老刘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梦想，是把
“青红社工服务中心”发展好，让这个平台
走得更远，这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残疾
朋友加入进来，“我相信这个机构会对他
们有所帮助”。去年底，老刘特地给社工服
务中心的年会挑了一首名叫《我们走在大
路上》的老歌，他喜欢歌词里的那种气势：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春节期间，一名外甥拉着老刘的手臂说：
“舅舅，舅舅，我觉得你现在越活越年轻了。”

“那是哟。”老刘的回答，干脆利落。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今年清明节，刘刚均罕见地
去了公墓，看望儿子。

这是地震后10年来，他第四
次去看儿子。“儿子的事情，一直
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儿，之前一直
不敢去，去一次，就要哭一次。”原
本，老刘还是不敢去看儿子的，最
后在几名到当地参加社会实践的
学生和几名残疾人朋友的陪同
下，他才鼓起勇气去了墓地。

这一次，老刘发现，自己居然
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墓前大哭一
场。“应该算是迈过那道坎儿了。”
老刘说，就像1年前，他跟自己赌
气扔掉支撑自己走路的手杖一样，
“只要敢迈出那一步，就不怕了”。

““我现在追求的是未来式我现在追求的是未来式。”。”老刘说老刘说，，他现在更想谈论的他现在更想谈论的，，是自己是自己
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比如说，，如何让自己所在的绵如何让自己所在的绵
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更好地发展下去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更好地发展下去，，帮助到更多的残疾朋友帮助到更多的残疾朋友。。

“是值得我一生珍藏的美好记忆”
如果说10年前滚落的那块巨石，改变了

老刘的命运，那么当上奥运火炬手，老刘觉
得这是“天上掉馅饼，刚好砸中了自己”。

2008年6月，老刘被选为重庆市奥运火
炬传递的火炬手，“当上奥运火炬手，是值得
我一生珍藏的美好记忆。”原本，火炬传递结
束后，有人邀请老刘留在重庆上班，但这个
性格很倔的男子执意回绵竹老家，“我不希
望因为自己在地震中受到伤害，就要接受别
人的施舍，我情愿要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虽然我也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我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2008 年 10 月 21 日，老刘回到绵竹市武
都板房区休养。老刘当时的梦想很简单：

“去找点事情做，不能给更多人添负担，家
人也好，朋友也罢，说大一点，不要给社会
增加负担。”

一年后，老刘加入了“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

心”，在参加社工服务中心举行的第六期活动时，
活动负责人问小组成员，大家身体康复后，愿意
不愿意做点事情，大家一起兴奋起来，每个人都
希望找回过去有价值的生活。

最终，老刘和两名残疾人决定合伙开一
家“梦想起飞”干杂副食店。一天，有人突然
发现，打印出来的“梦想起飞”副食店招牌
里，‘梦’字下面少了一点，有人建议去重新
做招牌，老刘却觉得：“我们3人都是肢残人，
都少了一条腿，所以啊，这个梦字少一点就
少一点吧，正适合咱们用。”

副食店没有一直坚持开下去，2010年8
月，当老刘将“梦想起飞”副食店搬到汉旺新
城重新开张后，随着摆摊做生意的人越来越
多，副食店的生意愈发不好，2014年下半年，
老刘索性关闭了副食店，专职在“绵竹青红
社工服务中心”做社工，“以前是接受帮助，
现在要去帮助别人”。

奥运
火炬手

“搭建这些平台，让残疾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
从一个正常人变成残疾人，老刘的朋友

圈、社交活动范围都变了，老刘自嘲，“我现
在也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现在，老刘是“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的
副主任，该中心有100多名志愿者，除了高校老
师、学生外、还有残疾人朋友以及其家属，“我
们就是在特殊的时间，一群特殊的人走到了一
起，感受是一样的。”老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
为，去影响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我们虽然残疾
了，但还是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老刘说，这些年，在青红社工服务中心
的帮助下，已成功孵化出几个民间组织，比
如说家庭生计互助小组、青红合唱团、春燕

手工作坊、青红专业种植合作社、心理康复
中心等，“搭建这些平台，其实就是让残疾朋
友们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做点事情，打打
闹闹，说说笑笑，这就已经很好了”。

“其实我就是个没有本本的社工，但我
很享受做事情的过程。”老刘开玩笑说，在社
工服务中心这几年，自己也找了些许成就
感，“至少说，我们团队的成员只要有事都愿
意找我，不高兴的事愿意给我说，如果他们
遇到了困难，我不一定有能力帮到他们，但
是我会想方设法去帮。”

老刘说，自己会一直在社工服务中心干
下去，直到自己走不动的那一天。

专职
社工

“看儿子没有哭，应该算是过了那道坎儿了”
老刘已经有1年多时间，没有拄过手杖

走路了。
“丢掉手杖，其实就是跟自己赌气。”这

是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老刘和往常一样与
一群残疾朋友聚会，闲聊中，几名和他同样
在地震上肢体受伤的兄弟姐妹鼓励他，“你
把手杖去掉，走路的姿势会更好看，你肢体
的能量也会更大。”

老刘尝试丢掉手杖，但不敢，怕摔跤。几
个朋友又用语言激他，“你拿在手上，就是种
依赖，你就是懒，是怕，是胆子小，这是一种
心理毛病。”老刘的性子也上来了，跟自己赌
气，“丢就丢，摔倒了大不了爬起来就是”。他
小心翼翼地扔掉手杖，在空地上慢慢地尝试
移步走路，老刘发现，原来丢掉拐杖，并不意
味着摔跤。朋友提醒他，下雨天还是可以拄
手杖，但老刘的个性是，“既然都决定不拄手
杖了，下雨天为啥还要拄？”

从此以后，老刘就告别了手杖，“刚开始
走得慢，现在已经能协调（身体）得很好了。”

老刘说，以前拄手杖走一会便觉得累，但没
想到如今丢掉手杖后，和朋友在外面逛一两
个小时都觉得没啥大不了。

丢掉手杖这事，让老刘悟出一个道理：
“只要你敢去迈出那一步，就不会怕了。”

今年清明节，老刘还是没打算去公墓看
在地震中遇难的儿子，但是最后在几名到当
地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和几名残疾朋友的
陪同下，他还是买了束鲜花，鼓起勇气去了
公墓。“去一次就要哭一次，不敢去，10年了，
今年才是第四次去。”老刘说，当初得知儿子
遇难的消息，就和妻子决定不生孩子，也不
收养孩子，“她（妻子）年龄大了，生孩子风险
大，收养孩子，又担心培养不好，我们刘家和
她们（妻子）高家两个家族，都有那么多的娃
娃，我们对他们好一点，是一样的”。

从墓地回来后，老刘意外发现，这一次去
看望儿子，自己全程都没有哭，他当晚请几名
陪同自己的学生和残疾人朋友一起吃饭，他
觉得，“自己应该算是过了那道坎儿了”。

新的
生活

“我们约定不谈过去，
我现在追求的是未来式”

人物名片
“锯腿硬汉”

53岁的刘刚均，
现在是绵竹青红社工
服务中心副主任，家
庭生计互助小组管委
会委员。

10 年前的“5·
12”地震中，刘刚均
的右腿被塌方的巨石
压住近30个小时后，
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
下，他让亲戚用钢钎、
水果刀斩断被巨石压
住的小腿，并指挥亲
属为自己止血、包扎，
最终获救，被称为“锯
腿硬汉”。地震发生
时，正在上高中的儿
子不幸遇难。

2008年6月，当
时在重庆接受治疗的
刘刚均，被选为2008
奥运重庆市火炬传递
的火炬手。

时间轴

2008年
5月13日

在没有麻醉
药的情况下，刘
刚均指挥亲友弄
断右腿获救

2008年
5月14日

刘刚均被送
往德阳城区的医
院进行第一次截
肢手术

2008年
6月2日

刘 刚 均 被
转到重庆第三
军医大学大坪
医院接受第二
次截肢手术

2008年
6月16日

被选为2008
奥运重庆市火炬
传递206号火炬
手的刘刚均，高举
火炬，“跑”完让人
铭记的50米

2009年
9月

刘刚均和两
名残疾人朋友在
绵竹市武都板房
区合伙开了“梦
想起飞超市”

2014年

刘刚均关闭
“ 梦 想 起 飞 超
市”，专职在“绵
竹青红社工服务
中心”做公益

锯腿
硬汉

2008年6月7日，成都商报报道了刘刚均锯腿求生的惊心动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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