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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感动
我们的名字铭记

5·12

2008年5月12日~ 2018年5月12日

汶 川 特 大 地 震 10 周 年 系 列 报 道

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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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片
卞刚芬
挺过124小时获救

地震发生时，31岁的
卞刚芬正在德阳什邡蓥峰
实业公司的茶楼里收钱，
跑到门口摔了一跤，趴在
地上再也没起来。她靠着
这个姿势在废墟中撑了5
天5夜，与几米之外的李清
松聊天鼓劲。饿极了，就啃
木板中的泡沫和木屑；渴
了，就舔舔手指头沾到的
雨水……经过消防官兵夜
以继日的营救，被埋124
小时后，卞刚芬毫发无损
地被抬了出来。这场生命
奇迹得到全世界瞩目，卞
刚芬也成了“坚韧”、“顽
强”的代名词。

时间表

2008年
5月17日

卞 刚 芬 被 埋
124小时后获救，奇
迹生还

2008年
9月

卞刚芬由茶水女
工“升”到了仓库核算
员，成为蓥峰实业公
司的正式职工

2017年
3月

卞刚芬离开蓥
峰，换了更轻松的酒
店前台工作

回忆
地震

感恩
生命

““感恩生命感恩生命，，保持乐观保持乐观，，经历地震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吧经历地震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吧。”。”
——卞刚芬

纪念

知足常乐是卞刚芬现在
对待生活的态度。今年41岁
的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皮肤
白皙，说话不慌不忙，笑起来
嘴角现出弯弯的酒窝。卞刚
芬说自己算不上坚强，反而
胆子很小，应该是自己的慢
性子帮她挺过那124小时。

地震给她带来了镁光灯
的聚焦，也带来一份稳定的
工作。康复后，蓥峰实业公司
的老总邀请她到厂里做一名
正式员工，她直接从茶水女
工“升”到了仓库核算员，还
有五险一金。

丈夫罗仁华伤愈后，也回
到蓥峰工作。头几年，两人每

天乘坐约40分钟的班车，往返
于工厂和过渡房之间，卞刚芬
很满足。她记得2009年时，遇
到一个腿被截肢的人开车到
工厂来，她还在纳闷，对方就
把裤腿撸上去。卞刚芬看到假
肢，一下子哭出来。“感恩生
命，保持乐观，经历地震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吧。”

卞刚芬的老领导于广助
认为，这些年，卞刚芬是怀着
感恩之心在生活。“她是个很
乐观的人，就算上了那么多
回电视，人也没什么变化。五
金库房货量大、品种多，核算
工作需要细致认真，卞刚芬
也做得不错。能这样活着，她

总说感谢所有人。”
2017年3月，因为工厂停

产，卞刚芬和丈夫告别了蓥峰。
换了几份工作之后，她如今在
什邡一家酒店做前台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见到卞刚
芬时，她身着一套黑色正装，
正在为客人办理退房手续。结
账、确认清扫、整理收据、登记
房数变化，卞刚芬很熟练。“在
这儿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虽
然没有工厂的待遇好，但也落
得轻松。休息的时候出去逛
街，跟朋友打打牌，我觉得这
样挺好。”卞刚芬笑着说。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被埋124小时奇迹生还
卞刚芬：

每年过两次生
获救的5月17日是

重生日

“我很好，我爱你们！”卞刚芬
从废墟里被抬出来时，这样脱口
而出。被蒙住眼睛的她听到周围
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和欢呼声。卞
刚芬不知道，此时她正被二十多
名消防官兵抬在担架上，从废墟
中穿过。在她身边围了几百人，其
中有几十家中外媒体的镜头正在
对准她，记录这场被埋124小时
的生命奇迹。

“顽强”、“勇敢”、“奇迹”这样
的光环，让卞刚芬成了地震“明
星”人物。但每逢接受采访或参加
活动，总有人说是给她捐款来了，
甚至当面说“收到的捐款没有
100万，也得有50万”。卞刚芬从
费力解释到生闷气，最后只能安
慰自己，那么大的灾难都挺过来
了，何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现在的她知足常乐，只想一
家人平安地在一起。在卞刚芬看
来，能活着就是福。

卞刚芬的丈夫罗仁华在重庆跑
车，负责运送工人上下山，在山上风
吹日晒，手机常常没有信号。成都商
报记者来采访她的前一天下午，罗仁
华还专门跑到山顶上找信号，想跟卞
刚芬视频，不巧妻子没有接到。之后，
罗仁华发来一段拍摄山顶风景的小
视频，并埋怨地说，“好不容易能视
频，你居然不接嗦！”卞刚芬给记者展
示时，眉眼笑得弯弯的。

正说着话，罗仁华又给她发来视
频通话，但接通后，信号不佳。隐约可
以看到罗仁华身后的一片大山，阳光
很足。卞刚芬指着丈夫的脸告诉记
者，那块疤是地震时被硫酸烧伤留下
的，丈夫胸前、后背、腿上还有更多。
要命的是夏天，痂疤堵住毛细孔不能
排汗，一热就浑身发痒。

“我不想让他走那么远，那么辛苦。
但他总说女儿正读大学，要用钱，等她
毕业就好了。我不这么想，钱嘛，够用就
行了，最好还是一家人在一起。”

卞刚芬被埋在废墟下时，曾许下
很多小心愿，买一份十多块的冰淇

淋、吃一回有名的火锅馆子、出省好
好玩一圈。如今，这些都一一实现，她
心心念念的房子也有了着落，一家人
搬进政府新修的楼房。

每年到5月12日，卞刚芬都会在
朋友圈里发一个状态，纪念逝去的同
胞，也感谢救她的恩人，还把5月17日
这天当作自己的生日来过。

“我现在每年过两个生日，自己
的生辰和5月17日，那是我重生的日
子。体验了由生到死，又从死到生，我
觉得能活着真好，每天能见到太阳就
是幸福。”

回想地震那天，卞刚芬
感到既不幸又幸运。

2008年，卞刚芬在德阳什
邡蓥峰实业公司打零工，负责
茶楼的闲杂工作。5月12日地
震前，在工厂上班的李清松跑
来买烟，嘴里念叨着“今天是
上长白班的最后一天，买包好
烟”。卞刚芬听到“最后一天”
几个字，忌讳地说“呸呸呸”。

地震来时的第一下震
动，卞刚芬没有意识到，第二
下才开始跑，手里还攥着刚
收的零钱。跑到茶楼门口时
她摔了一跤，然后就像坐电
梯似地往下降，再反应过来
时，人已在黑暗中。

卞刚芬摔跤后趴在地上，
她靠着这个姿势撑了5天5夜。
确认没有东西直接压在身上
后，她慢慢挪动身体，用双手

和双脚小心试探周遭空间，横
向不到1米宽，后背上方离重
物约有一个拳头距离。一片漆
黑中，卞刚芬恐惧地哭起来，
直到听见旁边李清松的声音，
两人借着聊天转移注意力。

104小时后，李清松先被
救出，他告诉救援队卞刚芬的
存在。但卞刚芬的位置更深，
郑州的消防官兵用了6个小时
打出一个小洞。冲在最前面的
李隆，往洞里扔了5、6瓶矿泉
水，卞刚芬奋力向后伸手才接
到一瓶。“你慢点喝啊，太久没
喝水了，不能喝太快。”卞刚芬
顾不上李隆的叮嘱，费力拧开
后，咕咚咕咚一大口，被呛得
咳起来。李隆在外面听到，说
她不听话，如果这时候出了什
么事，大家都不值得。卞刚芬
想想有道理，之后李隆说什么

她都照着做。从没说过普通话
的她全程用“川普”和救援队
交流着，“我得活啊，说话要让
他们听懂，管它标不标准。”

渐渐凿出更多空间，李隆
爬到离卞刚芬很近的地方，使
劲向洞内伸手，两只手相握的
一刻，他俩都哭了。这是来自生
命世界的温度，卞刚芬心里踏
实了。李隆用菜刀砍掉卞刚芬
身边的木头，然后拽着她慢慢
向外退。卞刚芬看到外面微微
有光，告诉李隆她要自己爬。

回忆这些时，卞刚芬的眼
泪没有停止过，用完了桌上一
整盒抽纸。10年来，媒体对卞
刚芬的采访没有间断，每一次
说起，她都会这样哭。“经历这
么大的灾难，还能活下来，我
想不管10年还是20年，只要想
起来，我就会很激动。”

被救出后，卞刚芬用了
一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身体，
又用了一个月接受夜晚。

第一天从医院回到临时
搭建的住所时，卞刚芬害怕
了。没有通电，只能点蜡烛。临
睡时，姐姐把蜡烛吹灭，卞刚
芬浑身一抖，姐姐忙把蜡烛又
点上，燃了一整晚。后来，在医
院陪地震受伤的丈夫治疗时，
睡到半夜，卞刚芬突然惊醒，
然后就一直哭，停不下来。

10年来，对着镜头一遍
遍讲述，卞刚芬不断记起人
生中最恐怖的124小时，但这
种创伤不是最痛的。最让她
难过的，是媒体来访惹的猜
测和误解。“别人见媒体扛着
机器来了，或者我去外地上
节目，就说一定会给我钱。”

卞刚芳解释这种逻辑在
于，地震中受伤的人不少，尤
其截肢、高位截瘫的人生活境
况不佳，确实会有捐款，接受
捐款的新闻报道也常能看到。
卞刚芬的“出镜率”很高，同

事、邻居看到了，就会揣测。
起初听到这些话，卞刚

芬没有在意，随着来找她的
人越来越多，周围人的猜测
也更夸张，“他们说我收到的
捐款没有100万，也得有50
万，这怎么可能啊？”甚至有
一次她参加活动回来，母亲
和姐姐还问她真假。

卞刚芬觉得有必要解释
一下，逢人就说她没有拿到
什么捐款，只有当初要求自
建房屋时，郑州市消防支队
捐了2万，还有私下给女儿的
一点心意。媒体来访时，她还
拿出证据希望帮助她澄清。

经历了地震，卞刚芬说自
己看透了很多，如果不能活
着，多少财富都没用。在能力
范围内，她也想买什么都舍得
买。而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在他
人眼里，正是她拿到捐款成为

“有钱人”的佐证。任凭卞刚芬
怎么解释，别人都不信。

“我自己好手好脚，别人
把我救出来，给了我第二条

命，哪还有理由去拿捐款呢？
比我条件糟糕的人多了，该
被救助的是他们。”卞刚芬觉
得生气、委屈。丈夫劝她想开
点，对得起自己就好。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卞
刚芬有些排斥媒体，舆论压
力让她透不过气来。她对成
都商报记者坦言：“你们来找
我，说实话，我很矛盾。我怕
又让我不清白。”

这种误解，她背负了近10
年，不过也没有拒绝过采访要
求。卞刚芬说，媒体为了描述
她的坚强而来采访，说明她还
有一定价值，大家还记得她。
她的重生是国家和社会给予
的，出于报恩，出于对别人工
作的帮助，她也应该答应。而
且万一她拒绝了，别人会不会
认为她变得高傲、膨胀？

纠结之后，卞刚芬还是
会说服自己，那么大的灾难
都挺过来了，知足常乐，做好
自己就行，何必在意别人的
看法。

“废墟下握到救援者伸过来的手，那是来
自生命世界的温度”

也有
烦恼

“他们说我收的捐款没有100万，也得有
50万，这怎么可能？”

“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休息的时候出
去逛街，跟朋友打打牌，这样挺好”

收到丈夫发来的小视频
她笑得眉眼弯弯

卞刚芬跟丈夫视频聊天

卞刚芬现在一家酒店前台工作，提到10年前的经历，她笑着流泪，感到既不幸又幸运

2008年5月18日和6月6日，成都商报报道了卞刚芬被埋124小时后成
功获救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