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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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每一个深爱我的人为每一个深爱我的人，，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坚强。”。”——陈坚

人物名片
陈坚

陈坚，一个在北
川打工的青年，地震
发生时26岁。他被大
预制板死死压着，一
直坚持了70多小时，
但神志清醒，还能和
救援人员聊天。电视
台现场直播救援他的
过程，他说要回家和
老婆好好过日子，说
不能让老婆肚子里的
孩子一出生就没爸
爸，他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6个小时后，他
终于被救出，但却在
半小时后离开了人
世。救援武警边做人
工呼吸边说：“你这个
‘傻子’，你都坚持了
这么久了……”直播
主持人哭得说不出
话，节目被迫中断。

他用爱和勇气温
暖自己，鼓励他人，却
在担架上永远地离开
了人世。

10年前，他的坚强和勇气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

陈坚，十年不见
你牵挂的人
过得很好

10年前的汶川地震，26岁的陈坚在北川的废墟下坚守了80小时，被救援人员从三块
预制板下营救出来后，却最终带着对妻子及家人的思念走了。因为电视镜头对6小时营救
过程的全程直播，让他成为了地震数以万计的罹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

那一年，全世界电视观众直接“参与”了陈坚与死神搏斗的分分秒秒，见证了一条生命
从希望升起到猝然离去。而临走前，陈坚口中念念不忘的妻子谭小凤和家人，也就此成为
了所有人挂念的人。

10年，是否足够抚平她们心中的伤痛，让她们平静地生活？4月初，经多方打听，始终
没有陈坚母亲陈丽和妻子谭小凤的消息。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前往绵阳安州区秀水镇，原
本以为她们已经离我们很远，却发现，其实她们依然还在原来的地方。

■老婆，这辈子
我没抱太大希
望，只想我们两
个和和睦睦过
一辈子就行了。

陈坚，这个坚
强的男人，这
个原本平淡无
奇的生命，用
他最后的力
量，留下了这
次大地震中感
动中国的遗
言，他的坚强
和勇气激励了
许许多多的人

■为每一个深
爱我的人，我一
定要坚强。

■我希望你们
一样，不要被任
何困难吓倒。

■我老婆怀孕
了，我不希望我
小孩生下来就
没有父亲。

陈坚妈妈告诉记者，陈坚走了
之后，她一度感觉生活没有意义，
以至于在地震之后的六七年里，
她都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少有
跟外界接触。地震后的一年，朋友
为了让她乐观起来，还专门在她
50岁生日时带她去拍了一套艺术
照。“从婚姻到儿子去世，我感觉
这一生都很不幸，我不想别人看
到我不好的一面。”

作为对儿子的纪念，当年有人
专门将营救陈坚的直播录像做成
了光盘，送到了阿姨手里，“经常翻
出来看，看到他被压在石头下的样
子，不忍心，但又想多看几眼，哭了
不晓得多少次。”

陈坚妈妈还记得，一位贵州的
好心人，在地震之后专程到秀水看
望了她。地震后的几年，她感受到了
这个原本陌生的社会，给予她的关
爱。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又坦然接
受了从众人的关注中慢慢淡化，“很
感谢他们，但是我也要自立。”

“哎，10年了，再怎么也会慢慢
缓解过来。”她告诉记者，难过一天
是过，高兴一天也是过，还不如高
兴过一天，从伤痛中走出来，“我现

在不看这些录像了。”
秀水粮站大院的几位邻居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陈坚妈妈这些年
已经很少再提及地震的事，每天和
大家碰面总是有说有笑的。陈坚妈
妈说，时间让她从伤痛中走出来，

“但是关于地震和坚娃儿被压在石
头下的画面，到死都会记得。”

成都商报记者到访之前，陈坚
妈妈刚从菜市场买了菜回来。10年
来，她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这样开
始的。她说，地震之后，她继续在纸
厂打工，直到退休，现在59岁了，靠
退休金和失独家庭补助生活。

一个人过，饭量也小，两把小
白菜、二两肉，足够吃一天。午饭
后，陈坚妈妈开始联系跳舞的同
伴，“每天下午都要到社区跳舞，天
气热起来有点恼火。”说起跳舞，陈
坚妈妈很兴奋。

三年前，社区的人叫上陈坚妈
妈一同参加舞蹈队，这也成为她
从每天独来独往到与外界重新结
交的一个转折，跳舞也渐渐成了
她晚年生活的一个乐趣，并占用
了相当一部分时间。

“我们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坝坝

舞，要出去到社区表演的。”陈坚妈
妈翻出手机里和舞蹈队参加各种
表演的视频和照片，用指尖指着手
机屏幕告诉记者她在舞台上的位
置。因为接近165cm的身高，陈坚
妈妈在舞蹈队显得格外出众，成为
了不可或缺的一员。而到了周末，
舞蹈队的同伴还会邀约她一起到
郊外赏花拍照。

除了跳舞，陈坚妈妈还迷上了
唱歌，这是她独自一人在家时的娱
乐方式，“一般是吃了晚饭开始唱。”
她可以熟练地运用一款名为“全民
K歌”的手机APP。APP上的数据显
示，她已经在上面唱了几百首歌，还
有人送鲜花。她说自己最喜欢唱的
是电视剧《梅花三弄》的主题曲，《你
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有时候唱
起，会觉得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声，
就会想起我的坚娃儿。”

点开自己录下的这首歌曲，
陈坚妈妈长久地沉默着，“你是我
心底深刻的烙印，你是我眼中唯
一的身影，你是我梦里重复的故
事，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听
罢，陈阿姨笑着说，“我现在的生
活还是很丰富吧。”

9年之后再次面对记者，陈坚
妈妈已习惯谈论现在的生活，即便
回望当年，脸上也写着释然和祥和。

当成都商报记者问及：“小凤
呢？”陈坚妈妈说，“小凤在这里的，
她现在也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和小孩，还有两边的老人。”

记者提出想通过她跟谭小凤
联系一下，陈坚妈妈有顾虑，但还
是答应了。她用免提拨通了谭小凤
的电话，“喂，妈。”电话那头传来了
小凤很明亮的声音。记者在成都时
四处打电话询问未果，结果到了秀
水镇才发现，当年牵动全国的那位
姑娘，其实一直在老家。

小凤答应马上过来，陈坚妈妈
说，从她上班的地方到这里可能要
半个小时。不过大约十五分钟之
后，谭小凤就来了。

10年过去，地震中那些原先亭
亭玉立的小姑娘、懵懂顽皮的少
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那些青春
年少的青年，如今已经步入而立甚
至不惑之年。

谭小凤剪短了头发，化着淡
妆，穿了一套黑色的小西服配黑
色高跟鞋，她现在的职业，是秀水
镇附近一家温泉酒店的前台工作
人员。

当年，原本以为陈坚被救出
来后会慢慢好起来，结果，她承受
了希望和事实的巨大落差。陈坚
在生命最后时刻说出的，“想和她
和和睦睦过一辈子”，谭小凤因而
备受关注。

面对成都商报记者，谭小凤的
话不多，只是告诉记者2008年5月
下旬，在巨大的身心打击下，腹中
的孩子流产了。当年9月，她独自一
人去了江苏常州打工，而失去儿子
的陈坚妈妈，在次年也到常州和她
一起生活了半个月。

“后来想到妈妈一个人在老
家，我在2009年9月份就回来了。”
提及当年，她仍然为腹中孩子的流
产而内疚。即便现在成了家，小凤
仍然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多浪
漫，说多甜蜜的话，都抵不上对方
在面对死亡时念到自己的名字的
那一刻，带来的感动和震撼。因此，
她也更珍惜现在的感情和生活。

回到安州区桑枣老家后，小
凤先后换了几个工作，2010年，她
与现在的丈夫结婚成家，现在小
孩已经5岁了。谈话间，她紧紧靠
着身边的陈坚妈妈，她毫不掩饰
地表达，秀水粮站的这间狭窄的
两居室，永远是她的家，“我现在

一样把陈坚的妈妈当做自己的妈
妈来看。”小凤说。

说起这事，陈坚妈妈显得有些
难为情，“她有事还会跟我打电话，
每年春节都要来看我，我说没事你
就不要来，这边也没什么事。”她不
愿小凤因为牵挂自己，而让她在现
在的家庭里不好处，不过小凤说，
自己对陈坚妈妈的感情，丈夫和公
婆都清楚，“我现在的儿子都时常
在我耳边喊‘秀水婆婆’。”

说起自己10年来的经历，小凤
喃喃自语，“尽管年龄不大，但经历
不少，我觉得自己这十年可以写本
书了。”她说，陈坚在生命最后时刻
的那些话，让她在地震之后的日子
里学会了坚强。

利用中午的一点休息时间匆
匆赶来，谭小凤告诉记者，尽管现
在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生活，但不
会忘记曾经的经历，还有和陈坚及
其家人的感情，“很感谢一直以来
对我和妈妈给予关爱和帮助的所
有好心人。”

那扇在当天被叩开的，通往地
震记忆的大门又迅速关上了。大门
的外面，陈坚挂念的亲人们已经开
始了新的平静的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不见
她们

在秀水镇政府，鲜有人知道陈
坚家人的下落，一位年龄稍大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陈坚家以前住在
秀水镇粮站，“不晓得现在他家还
有没有人住在那里。”

上午11点，老粮站大院内炒菜
的声音响了起来，进大门的一侧，
几位大妈坐在一家住户的门前拉
家常。地震过后，秀水镇老粮站的
房子经过修复，居民重新入住，陈
坚的故事，邻里们记忆犹新。

“他的妈妈就住在里面那栋
楼。”一位大妈告诉记者，半个小时
前，才看到陈坚妈妈提着菜回去。
得知记者来访，她帮忙给陈坚母亲
打了个电话，记者听她扯着嗓门吼
道：“你在家里没有，这儿有个记者
找你，哦，在家得嘛。”

不到5分钟，陈坚的母亲陈丽
朝记者走了过来，她一路微笑，惊
异记者是怎么找过来的。“谢谢你，
这么多年没有忘了我们。”记者赶
紧回答，“大家都很关心你。”

陈坚走后，陈坚妈妈独自一人
居住，她告诉记者，“在板房住了一
年之后，就搬回了这里。”房屋是粮
站分给她的，原本只有一间卧室，为
了给陈坚做婚房，当年经过改造成
了两居室。卧室内，陈坚和小凤的结
婚照仍然贴在墙上，陈坚妈妈指了
一下，又从房间里翻出了一本儿子
和儿媳的结婚相册。她打开相册说：

“平时没事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拿出
来翻一遍，很不习惯，总感觉陈坚还
活着，偶尔做梦还会梦到，现在还在
的话都36岁了，娃娃可能都9岁了。”

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宽敞的
马路两边楼房林立，来往车辆腾起
的尘土给它抹上了一层沧桑。其
实，这里同样是一座地震之后新建
的小镇，大马路紧邻老街，当地政
府工作人员说，老街上90%的房屋
都是被加固过的，汶川大地震时，
全镇有200多人遇难。

这里是陈坚的老家，地震当天
早上，他离开母亲和妻子，驾驶货
车前往绵阳北川县送货。三天之
后，家人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被
三块预制板死死压住的陈坚，救援
人员经过6个小时将他营救出来，
他最终却在担架上停止了呼吸。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坚用
顽强的意志告诉世界，“为每一
个深爱我的人，我一定要坚强，

我的老婆叫谭小凤，她家是桑枣
的人。这辈子我没抱太大希望，
只想我们两个和和睦睦地过一
辈子就行了。”

10年过去了，当记者再一次找
出当年直播的片段，模糊的画面
中，他的声音依旧震撼人心。妻子
和母亲没能来得及到北川县看他
最后一眼，遗体就已经被掩埋。

那时，谭小凤和陈坚结婚刚半
年，因为陈坚，她一度成为最让所
有人挂念的人。一年后的5月12日
前后，小凤和陈坚的母亲陈丽曾被
媒体报道，那时候小凤已经去了江
苏常州打工，母亲陈丽还在绵阳的
一处板房内暂住。那也是他们最后
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之后渐渐
失去了音讯。

9年，再未出现在公众视野

再见
她们

其实，一直住在原来的地方

妈妈，很好
爱跳舞爱“全民K歌”

““唱起唱起《《你是我心底你是我心底
深刻的烙印深刻的烙印》，》，会想会想
起我的坚娃儿起我的坚娃儿””

小凤，很好
成立新家庭有了孩子

每年看望每年看望，“，“一直把一直把
陈坚妈妈当做自己陈坚妈妈当做自己
的妈妈的妈妈””

■■时间让她从伤痛中走出来时间让她从伤痛中走出来，，当妈妈唱起当妈妈唱起《《你是你是
我心底深刻的烙印我心底深刻的烙印》，“》，“会觉得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心会觉得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心
声声，，就会想起我的就会想起我的坚娃儿坚娃儿。”。”

■■两个人在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多浪漫一起无论多浪漫，，说多甜蜜的话说多甜蜜的话，，都都
抵不上对方在面对死亡时念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刻抵不上对方在面对死亡时念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刻，，
带来的感动和震撼带来的感动和震撼。。因此因此，，小凤也更珍惜现在的生活小凤也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2008年5月
18日，成都商
报报道了陈坚
与死神搏斗80
小时，获救后
却不幸离世的
消息，他的坚
强感动世人。

10年过去，陈坚妈妈（右）和小凤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小凤仍把陈坚妈妈当做自己的妈妈并每年都去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