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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芬的志愿者工作让很多家庭走出了阴影大女儿方娟生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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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了个微信群我建了个微信群，，名叫永不放弃名叫永不放弃，，和有同样遭遇的父母们分享新生活和有同样遭遇的父母们分享新生活””—杨建芬

十年间，杨建芬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女儿和丈夫。
2008年5月12日，16岁的女儿方娟在北川中学罹难。2017年11月，丈夫方永贵因

食道癌离世。
她的生活中，只剩下一个5年前认养的小女儿，杨杨。
她每天在新北川县城里跑电动三轮车，县人社局和政务中心办业务的人最多，她

就常去那里，但往往一天下来仍仅有十多二十元进账，甚至不开张。
她有时候会想，这可能就是自己的命。
但她从未放弃过抗争——她坚持女儿只是“没找到”，和上天做抗争；她去做志愿者，

跟内心的痛苦抗争；她跑三轮车，跟生活抗争；现在，她为5岁的杨杨，跟自己抗争。

一个北川妈妈的十年抗争：永不放弃

人物名片

杨建芬,
从被心理辅导
到心理辅导者

2008年5月12日，杨
建芬16岁的女儿方娟在
北川中学罹难。

杨建芬成了辅导对象
之一，并在心理介入下，情
况有了好转。“生活还得继
续，女儿不在了，老公忧
郁，我再不坚强家就要垮
了，必须尽可能地走出阴
影。”杨建芬说。

她开始成为心理辅导
团队中的一名志愿者，去
接触一家家与自己有着同
样境况的家庭，她会拿自
己的丧女经历去开导他
人，帮助他们重新开始。但
坚强的另一面，内心其实
仍然是痛苦的，只是有了
向前的坚定而已。

十年来，杨建芬大半
时间一直在志愿者的道路
上，收获表彰无数。

时间表

2008年

16岁的女儿方娟
在北川中学罹难后，
开始了做志愿者，长
达10年。

2010年

杨建芬收养了第
一个养女——17岁的
伟丽，她兄弟的女儿。
后解除了收养关系。

2013年

收养第二个养女
杨杨。杨杨是个弃婴，
当时在新北川的一个
小区外被拾得。

2017年

丈夫方永贵因
食道癌离世。创建群
名为“永不放弃”的
微信群，和同样遭遇
的爸爸妈妈们分享
新生活。

地震中，杨建芬的右脚被落石
砸中。她撑着伤脚，在绵阳九州体
育馆，一跳一跳地来回了数次。未
发现女儿的影子。她又到绵阳的各
大医院跑了一遍。仍然没有消息。

当年5月14日，在康定做工的
老公方永贵终于赶回绵阳。两人在
体育馆见上了面。杨建芬低声说：

“娃娃没找到，也没联系上。”方永贵
的脸瞬间黑了下来，半晌没说话。

第二天，夫妻俩又把医院找
了一遍，给医护人员描述了女儿
的情况：高个、长发、北川中学的
学生，还留了手机号码。但两人始
终没有等来电话。

5月16日，他们又返回到北川中
学，逢人就问。这次终于有消息了。

“15号就把尸体拉走了。”一
人回答。“不可能，是不是认错
了。”杨建芬不信。

“她一米多的长头发，都认
识。”那人接话。杨建芬腿一软，蹲
了下去，几个人都没扶起来，“那
拉哪里去了？”

“火化去了。”
杨建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但她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又过了两个月，杨建芬最终还是
忍不住找到了绵阳市公安局核查
死亡信息。

警方找到了方娟的照片。照
片中，方娟依旧是长长的头发，身
体完好，安静地躺着，只是胸前多
了一个编号牌：10737。随后的
DNA比对，确认那个女孩正是方
娟无疑。

杨建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
的事实。“10737”成了她脑海中的
烙印，再也挥之不去。那个数字就
是女儿。

找回当妈妈的感觉

地震后女儿下落不明那段时
间，杨建芬干起了志愿者，希望能
够跟更多的人接触，得到女儿的
消息。她也觉得，只要自己多做好
事，帮助别人，老天就会眷顾她。

跟女儿一样，杨建芬也留着
一头长发，她身体健壮，干起活来
不知道累。她找到志愿者组织，只
要有事她都参与。她为永兴板房
安置区的人们送水送气、洗衣服，
打扫卫生、跟他们聊天舒心，只要
觉得人家需要她都去。再到后来
重建房屋，杨建芬就去帮忙捡砖，
还开导起其他遭受重创的家庭，
要他们坚强起来……她成了人们
口中好心能干的“长头发”。

可做了那么多，方娟最终还
是确认遇难。之后，杨建芬几乎每
天都会梦见方娟。梦里，方娟梳着
长发，做好了一桌子饭菜，等着爸
妈进门，杨建芬推门而入，迎面就
是方娟温暖的笑脸。

醒来，一脸泪水。
方永贵终日不愿出门，不跟任

何人说话，以酒度日。不久，患上了
忧郁症，一直到2010年，每周日都

会收到来自医院的治疗药物。
杨建芬的状况引起了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们的注意。
当时，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多名
专家进入到北川灾区，对地震后
遭受创伤的人们进行心理恢复辅
导。“主要针对三类，丧子父母、孤
儿、伤残人群。”专家傅春胜介绍，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少人脑子
有闪回、噩梦，有亲人的画面，甚
至有些人有自杀倾向。”

杨建芬成了辅导对象之一，并
在心理介入下，情况有了好转。“生
活还得继续，女儿不在了，老公忧
郁，我再不坚强家就要垮了，必须
尽可能地走出阴影。”杨建芬说。

她开始成为心理辅导团队中
的一名志愿者，去接触一家家与
自己有着同样境况的家庭，她会
拿自己的丧女经历去开导他人，
帮助他们重新开始。但坚强的另
一面，内心其实仍然是痛苦的，只
是有了向前的坚定而已。

十年来，杨建芬大半时间一
直在志愿者的道路上，收获表彰
无数。

新北川的家里，5岁的杨杨一刻
也闲不下来，开电视、吃饼干、削水
果，一会翻上沙发，一会又翻下来，踏
着杨建芬的鞋子，在客厅里蹭着地板
跑来跑去。杨建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杨杨，你要听话哈。”

方娟走后，杨建芬就一直想要带
一个孩子在身边，对她来讲，孩子就
是寄托和希望。“那时候，他（老公）情
绪不好，天天喝酒，两个人在家里也
没话说，有时还闹架。”杨建芬说，“如
果有个孩子肯定就好得多。”

为此，杨建芬曾拉着方永贵几次
到成都做试管婴儿，可一直不成功，
半年下来还是放弃了。

2010年，杨建芬收养了第一个养
女——17岁的伟丽，她兄弟的女儿。

但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在北川
的一年多里，两人矛盾渐生。杨建芬
想让伟丽活成方娟的样子，一举一动

都有自己的要求，可17岁的伟丽有自
己的想法。矛盾慢慢激化，伟丽经常
一个人不打招呼跑出去玩，杨建芬害
怕她出事，没法跟兄弟交代，便主动
解除了收养关系。

五年前，杨杨出现了。
杨杨是个弃婴，当时在新北川的

一个小区外被拾得。怕生父母找来，
杨建芬还曾通过当地媒体进行报道，
寻找父母。一周后，她为孩子上了户。

杨杨改变了家里的气氛。杨建芬和
方永贵感觉又找回了曾经养育方娟的
感觉。那时，杨建芬是社区的网格员，她
就背着杨杨去上班，几乎时刻不离。杨
杨一天天长大，当开口叫妈妈时，杨建
芬心里一酸，又一次哭了出来。

今年清明，杨建芬带着杨杨去了
一趟老北川，她告诉杨杨，在另一个世
界还有一个姐姐，今后，当妈妈不在
时，就由杨杨来帮妈妈为姐姐烧纸。

杨建芬住在新北川尔玛小区，这
是地震后分到的一个三居室。但现在
房子里只有她和杨杨两个人。半年
前，丈夫方永贵因食道癌不治离世。

她一个月没有出门。那段时间，
周围的邻居、朋友天天上门找她，要
她出走门，跳跳舞听听歌，把悲伤撵
出去，娃娃这么大的打击都能扛过
来，这次可不能再消沉下去。杨建芬
心想，也是，现在还有一个小杨杨，自
己不行了，娃娃咋办呢。

其实，自方娟离开后，方永贵就
开始生病。“忧郁症、股骨头坏死、脑
萎缩、食道癌……”杨建芬认为，女儿
的离开对丈夫打击实在太大了，这一
系列的病症或许正与丈夫在女儿离
开后每天的酗酒有关系。

方永贵是个固执的人。生病期

间，他始终不愿意去大医院，为了节
约钱，就在一些小医院拿一点药。一
直到2015年才不得已住院，但不久又
出院了。在确诊食道癌之前，杨建芬
为丈夫在绵阳市中心医院挂了一个
专家号，筹借了5000元钱，她知道丈
夫的性格，计划带着丈夫一同去医院
检查。可方永贵坚持要一个人去。最
终，只抱回了一大包草药。

最后，杨建芬还是坚持带着丈夫
再次做了检查，诊断结果为食道癌晚
期。她不相信，连挂了三个不同医生
的号，结果都一样。得知结果的方永
贵硬是放弃了在绵阳继续治疗，坚持
回到北川。“他想的是反正这样了，治
不治都是一样的。”杨建芬说。

2017年11月，方永贵在新北川人
民医院离世。

“要是自己不行了，娃娃咋办呢？”
坚强

杨建芬说，自己不能垮，杨杨就
是自己的希望。下个十年，杨杨就会
长成方娟16岁的模样。

方娟离开后，有些幸存的同学已
经结婚，还邀请了杨建芬。“她们是方
娟的朋友，说我就是他们的杨妈妈。”
杨建芬很欣慰，但每一场婚礼，杨建
芬都会默默抹着眼泪。如果不是地
震，现在女儿可能已经成家，自己说
不定已经当外婆了。

纪录片导演黄小峰曾长期对杨
建芬的十年状况进行了记录，他用了一
个“独”字来评价杨建芬，“女儿天灾走
了，丈夫病死了，孤儿寡母依然坚强地
向前；生活的打击接二连三，但在教育
孩子的时候，仍然活在方娟的影子里。”

方永贵在世时，花了几千元买了一
辆电动三轮车，平时代步还能拉拉东西。
现在，三轮车成了杨建芬的为生工具。

“为了给他看病，已经花光了钱，
开始想把三轮车卖了，但都劝我不
卖，不如利用起来。”杨建芬说，但自
己并不会开，她就找了小区的保安教
自己。学了一天，就可以上路了，第三
天就开始出门载客。

新北川并没有想象中的人潮涌

动，出行也有公交车、出租车，杨建芬
的三轮车并没太大的竞争力。她定下
的价格是跑一趟两到三元。一开始她
在城里四处转，找人载，但发现生意
并不太好。于是，她每天将车开到县
政务中心和人社局，“那里办业务的
人多，生意会好点。”

但似乎仍然不如人意。最近，常
常只有十多二十元进账，有时候甚至
不开张。

她记得不久前拉的一个乘客，从
县政务中心到尔玛小区，价格是3元，
但乘客只给2元。“乘客说都是一个小
区的，就顺路了，2元就可以了，但我
说还是有这么长的距离，我的生活条
件也就这样，不能少了。”杨建芬讨价
许久，最终才收到了这3元钱。

杨建芬说，当下苦是苦了点，但未
来当杨杨长大，一切都会好的。她说，
有时伤心难熬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大
哭一场，她说，哭成了她释缓压力和悲
伤的方式，“哭一下，就会轻松很多。”

再或者，看看微信群里，有着同
样遭遇的爸爸妈妈们，看着他们分享
的新生活。杨建芬是这个群的创建者
和群主，群的名字叫：永不放弃。

中国心理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科博爱心理医
学院院长的傅春胜，
是当年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院在北川地震
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
专家组成员之一，在
他看来，十年过去杨
建 芬 仍 有 慢 性

“PTSD”症状，比如对
前后两个认养女儿的
教育上，依然会不自
觉地与逝去的女儿方
娟做比较，过去的场
景会时不时无意识地
闯入脑中。“还是有一
定的创伤体验，这依
然需要时间去慢慢愈
合，同时需要一个稳
定的社会治愈系统。”

“震后大部分的
经历者走了过来，但
在心理创伤这一块多
多少少还是存在的，
说完全没有，完全过
去了，不太现实。”傅
春胜认为，现实生活
中，或许还不止一个

“杨建芬”，那么，对于
这类依然有相应创伤
症状的地震经历者，
依然需要社会给予长
期的关注，“主要有三
个方面：给予稳定的
生活保障；给予足够
的情感支持；给予稳
定的就业，让其感受
到自身的价值。困惑
是存在的，但怎么办
更重要。”

傅春胜说就杨建
芬而言，虽仍有过去
场景的“闪回”，但与
当年最开始相比好了
很多。“你能够看出，
无论经历了什么，她
依然在积极地面对和
生活，有创伤，但依然
对美好生活的未来有
积极的向往，这是一
个向上的状态，只是
现实还有一些压力。”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陶轲
实习生 王瑞琪

心理专家：
需要稳定的
社会治愈系统

挥之不去的编号

开导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家庭
志愿者

“生活还得继续，一切会好”
三轮车

杨杨

养女杨杨开心地和杨建芬在一起

生命生命
继续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