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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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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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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能醒来每天能醒来，，看到日出日落看到日出日落，，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人物名片
刘春燕

1992 年，20岁
的刘春燕接替父亲
工作，在天池煤矿上
班，主要在井下工
作。1995年开始到井
上工作，2008年“5·
12”大地震发生时，
刘春燕在天池集团
一号井工会上班。

地震发生后，刘
春燕被救援人员从
垮塌房屋救出，左大
腿截肢、腰椎骨折伴
右腿不全截瘫，医生
诊断“可能不能站立
了”。她曾被送到遂
宁和浙江瑞安治疗，
最后又转到四川省
肢残康复中心和德
阳市残疾人康复及
假肢中心康复。

2009年 5月 11
日，汶川特大地震一
周年之际，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胡锦
涛到德阳市残疾人
康复及假肢中心考
察时，搀扶她进行康
复训练。临别时，还
握着她的手说：“我
送你8个字——自强
不息，乐观向上。”

2011年底，她成
立“春燕手工作坊”，
带领一帮在地震中
残疾的姐妹们创业。
丈夫孔国庆在社区
也找到一份工作，一
家人和父母一起生
活在汉旺镇。

坚持康复训练，创办手工作坊
“我走出来了，也要让她们走出来”

带残疾姐妹们创业
折翼“春燕”

又见花开

哪怕十年过去了，刘春燕仍记得那天自己被埋在地下时经历的
每分每秒，预制板压着左腿，空气里充斥灰霾，直到亮光出现，她才挺
过了人生的灰暗时刻。

十年前，她认为人生就是在煤矿企业待到退休，这是一个农村女
孩儿“接班”后的最终归宿；十年后，她认为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

4月，绵竹市汉旺镇，春风依旧。小区外，油菜花开，刘春燕锁
上门，骑上电瓶车，穿过一个接一个树荫，来到春燕手工作坊。
2011年底，刘春燕聚集了一群地震中落下伤残的姐妹，成立了手
工作坊，每天串珠、聊天，大院外都能听到里面传出的笑声。“以后
作坊有人接手，我就去周游全国。”刘春燕手上串着珠子，不假思
索，“先从四川开始吧。”

一段
初心 路过小区，刘春燕在一辆

红色越野车面前停住，“这个
车就是我们家的，新买的！”
刘春燕回过头，冲着成都商
报记者一笑，“等到孔哥退休
了，他就开这辆车带我去全
国旅游。”

孔哥，从结婚那天起，刘
春燕就这么称呼丈夫。结婚
前，她只有一个要求，孔哥不
能打她、不能骂她父母。“现在
想想，这个要求是不是太低
了。”刘春燕摘下眼镜，笑出了

泪花。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丈
夫打妻子，刘春燕见得太多
了，她有些害怕。

1992年，父亲退休，刘春燕
20岁，她接替了父亲的工作，来
到天池煤矿上班。井下开机车、
地上翻煤炭，她都做过。日子总
是很长，在她看来，一个农村女
孩儿，能够有一份工作，还有什
么好奢求的呢。

汉旺虽是小镇，也曾一度
辉煌。工厂云集，休息时，广场
奏响音乐，男女青年都会跳一

曲交谊舞。舞会上，刘春燕认识
了孔哥，两人不顾父母反对，恋
爱长跑了三年，最终走到了一
起。结婚、生子，孔哥企业破产
后，他又开起了干洗店，家里日
子按部就班。

2008年，地震打破了小镇
平静。刘春燕还没来得及在
会上签到，整个会议室轰然
倒下，左腿、肩膀，被预制板
牢牢压住。光，越来越暗，她
提醒自己，不能睡着，她听到
了孔哥的声音。“你在下面等

着 ，我 去 找 人 ，一 定 会 救 你
的”。从山上到山下，孔哥来
来回回了几趟。

13号早晨，布谷鸟叫了6
声，刘春燕没有听到孔哥的声
音，她以为自己被放弃了，她开
始念叨着母亲、哥哥、儿子的名
字。当孔哥的声音再次出现时，
她失声痛哭，“你跑哪儿去了
嘛！”孔哥告诉她，“不哭，不哭，
我借切割机去了得嘛。”

刘春燕获救了，孔哥也兑
现了自己承诺。

废墟上不离不弃，黑暗中他为她带来光亮

■■喝茶喝茶、、聊天聊天、、拍照……她会故意靠着雕塑拍照……她会故意靠着雕塑，，身体身体
前倾前倾，，露出微笑露出微笑。。她用了十年时间她用了十年时间，，消解了钢筋混凝土消解了钢筋混凝土
下的阴暗下的阴暗、、尘霾尘霾，，重新重新站起来去享受春风拂面站起来去享受春风拂面。。

■■她庆幸她庆幸，，从埋从埋身钢筋混凝土之后的每一步身钢筋混凝土之后的每一步，，她都她都
没有走错没有走错，，都有陪伴都有陪伴。。

——刘春燕

汉凌路旁，灾后新建的小区，大
门外开满了油菜花。

刘春燕住在一楼，父母住在一墙
之隔。4月7日中午，母亲到家中做好
了午饭，等着孔哥下班回家，一家人
围拢四方桌。吃好了，母亲起身开始
收碗，汤碗里还剩了一些，孔哥抢先
端过来，拿着勺子喝起来，“不喝多浪
费”。起身后，他腆着肚子，在屋里来
回踱步，“我去上班了哈！”
“快走、快走！”刘春燕催促着，朝着

沙发转动轮椅，接近沙发时，麻利跃
到上面，小狗皮蛋也跟着跳上沙发，
依偎在她右腿。

36岁，本命年，失去了左腿，刘春
燕接受不了躺着度过余生。截肢后，
她考虑过来个耿直点儿的方式，目光
搜寻着病床周围，一把水果刀也没找
到，就连杯子也是吸管塑料杯。“最后
想过撕下一段床单，确实使不出力。”
醒来就是天花板，刘春燕不知道后半
生还能怎样度过。

孔哥放下了工作，每天到医院用
温水给她擦脚、按摩；母亲听人说乌鱼
能够补身体，跑到市场上，四处打听哪
能买到乌鱼……三个月后，她被送往
康复中心，没有褥疮、关节也很灵活。

刘春燕说，“谁会想到后面还真
的站起来了呢？”她庆幸，从埋身钢筋
混凝土之后的每一步，她都没有走
错，都有陪伴。

远山残雪未消，绵远河河水微
漾，汉旺镇的春天，布谷鸟总会准时
鸣叫。灾后重建，镇上多了一些湿地
公园，晚饭后，刘春燕总喜欢到公园
里转转。她骑着电瓶车，孔哥快步跟
在旁边，“嘿！要不要我捎你一段儿？”
看着孔哥，刘春燕有些小得意。

康复训练结束后，她买了一辆代
步车，朋友建议她买手摇的，她不愿
意。“我要买一个好看的”。她执意买
了一辆红色电动车，流线车身，后面
有三个轮子，孔哥找人在尾箱处焊接
了一个铁筒，像一个刀鞘，正好能放
进她的拐棍。每次下车，转身，抽出拐
棍，颇有侠客风范。

她享受着车上的时光，享受春风
拂面，夕阳余晖穿过树叶，打在脸上，
空气中夹杂着泥土芬芳，这种感受，
是坐在屋里所感受不到的。

走着、走着，她拧着油门，将孔哥
甩在了身后。公园深处，一些花已经
开好了，刘春燕在花丛驻足，闭上眼
睛，嗅着花香。回到公园门口，孔哥满
头大汗跟了上来。

有了车，有了自由，她可以去到
车子能去的任何地方，喝茶、聊天、拍
照……和雕塑拍照，她会故意靠着雕
塑，身体前倾，露出微笑，“你看，是不
是看上去就像一个健康人。”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报道

春燕的十年

十年前

她认为人生就是
在煤矿企业待到退
休，这是一个农村女
孩儿“接班”后的最终
归宿。

十年间

截肢后她坚持康
复治疗，再次站起来，
创办手工作坊，带领
残疾姐妹们创业。

十年后

她喜欢听鸟鸣、
看花开，渴望周游全
国，期待人生还有更
多可能。

骑上心爱的小红车，
她重获自由
去享受生活

一间
作坊 汉旺镇集贤社区，刘春燕

在社区帮助下，开了一家“春燕
手工作坊”，名字是一位大学老
师起的，他希望刘春燕能够带
领这些折翅的燕子飞起来。

2011年，她加入了青红社
工组织，带领一帮地震中伤残
的姐妹开始创业。“有了事情
做，大家才愿意走出来。”在康
复训练时，培训老师教病人用
亚克力珠子串成各种形状，刘
春燕想到了这个创业点子。

每周一到周五，大家都聚
集在作坊里，一边串珠子，一边
聊天，作坊里欢声笑语。清明小

长假，作坊放了假，刘春燕在家
里赶制手工艺品。德阳市第九
届城运会，她接到了一个300件
吉祥物的单子。狗年，她用珠子
串出一只小狗。

75颗白色珠子、21颗黄色
珠子、3颗彩色珠子，她用一条
3米长的渔线，将这些珠子串
出一只小狗。半天功夫，桌上
就堆了六只。在她的手工作坊
里，这样的手工艺品还有很多，
老虎、鸡、发财树、纸巾盒等，琳
琅满目。

“串一只老虎，要花一天时
间，一座盆景，要花两三天。”刘

春燕介绍着这些手工艺品消耗
的时间。

创业之初，姐妹们从网上买
回成品，拆掉、重组，鱼线在手上
勒出血痕，年龄稍大的，学不会，
学哭了。可技术成熟了，东西却
卖不出，刘春燕又在网上开了淘
宝店，图片拍得不好，铺子沉入
上百页网店中，“春燕手工作坊”
淘宝评级只有两颗星。

汉旺镇旅游旺季，她推着
车，车上挂满彩色珠子编成的
各种造型，吸引往来镇上的游
人。“就算不买，他们也会夸赞
我们手很巧。”刘春燕明白，别

人的一个肯定，对于她们，是一
种莫大鼓励。

渐渐地，作坊在德阳市有
了知名度，一些小学开始找到
他们，定做一些车载挂件，老
师将挂件背后的故事，讲述给
班上的学生。一位大学教授，
也帮着他们吆喝，扩大这些手
工作品的销路。销售好时，一
个月能够挣下几百块，姐妹们
也有底气。“地震前，很多人都
在家中干农活，现在不干农活
儿了，一样能够挣钱。”她说，
至少去市场买菜，不会向家里
伸手要钱了。

找点事情做，让姐妹们都有底气

一种
态度 十年，她小心翼翼维系着

这个家，经历这么多磨难，还
能够在一起，并不容易。儿子
上了大学，回家后偶尔抱怨爸
爸抽烟，丈夫懒得回应，她总
是会把儿子拉到一边，告诉
他，地震前他的爸爸就已经戒
烟半年了。地震发生时，他在
废墟上守了一宿，后来照顾伤
病的她，累了才会躲在一旁抽
烟。“他抽烟，是有原因的”。

今年2月，刘春燕和孔哥
把儿子送到了火车站。儿子很

帅、比父亲还高，这次去外地
实习，也是他头一回出远门。
地震那年，儿子上小学六年
级。儿子坐在第一排，躲过了
死神，班上却有二十多名同学
不幸遇难，他的一个堂妹，也
没能从学校走出来。当时，儿
子被慌乱的人群冲散，四处
都是叫喊声，他许久没能缓
过来。这之后，儿子变得有些
沉默。

劫后余生，荧屏上报道了
一些学生返回废墟救出同学的

故事。刘春燕告诉儿子，英雄行
为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去体
现，而且他当时面临的情况也
不允许他去救出妹妹。“我只希
望他能够好好活着，尽他所能，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目 送 儿 子 进 站 ，她 喃 喃
自语，“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左手却不自觉抬起来，擦拭
着眼角。

回家路上，她跟孔哥也谋
划着未来。再过六年，孔哥就
要退休了，家里已在去年提前

买了一辆越野车，孔哥答应
她，到时候两个人就去全国自
驾旅游。“我们先从四川开始
嘛，他来当车夫！”从成都到汉
旺，一路聊着、一路风景……

十年，仿佛很远，两旁的
景致已经遮盖了旧日伤痕；十
年，仿佛昨天一样，每一个瞬
间，她都有着清晰印记。她用
了十年时间，消解了钢筋混凝
土下的阴暗、尘霾。回答生活
的意义时，她说，醒来，看到日
出日落，这一天也就足够了。

看到日出日落，就是最大幸事

刘春燕在手工作坊，展示自己的作品

刘春燕在串珠子

2008年5月12日
14时28分，汶川8.0
级特大地震，很多人
的人生之路为之改
变。10年过去，那些
地震中的新闻人物，
生活发生了哪些变
化，他们对生活有何
新的认识和感悟，让
我们重新走进他们。
成都商报客户端专
题报道，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