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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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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
“
映秀”还是
“
汉旺”，字面上都蕴含着非常积极上进的意思，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可惜天不从人愿，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点 28 分的那一次地动山摇中，它们一处是破坏力骤然
迸发的骇人震源，一处是所有人几遭灭顶的工商旺地。 那一瞬间之后，它们变成了苦难的现场，血泪的标志，在幸存者和亲历者记忆里，留下一道道永久的伤痕。

汉旺之心
本报记者 党鹏 汉旺报道

放学的铃声响起， 汉旺镇中心
小学热闹起来了。孩子们排着队，秩
序井然地走出校门，然后分散开，三
三两两结伴回家——
—他们的家，就
是附近掩映在绿树红花里的那片小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际，《中国经营报》曾派遣多名记者急赴映秀和汉旺等灾区一线，以自身的职业坚守，与千百万四川人民一起共同面对灾劫，尽力分担忧伤。 近日，大地震十周年临近之时，本报再
次特别派出两路记者，重访故地，以我们有限的文字，追念当年不幸逝去的同胞，并真诚祝愿依然生活在当地的民众，好好过日子，书写新篇章。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抚平创伤，希望无尽。

汉旺小镇上所有家庭未来的希望。
距离小学不远的汉旺老城，又
是另一番景象： 广场上钟楼的时钟
指针永远停留在了14 点 28分，仿佛
10 年前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时
间已经凝固； 震后的老城废墟破败

区。 短暂的喧嚣之后， 随着天色渐

不堪，而树木却日益葱茏，尤其老城
入口处刘秀雕像广场的三角梅，夕

暗，小镇上又恢复了安静，一切看起
来平淡而祥和。

阳映照下显得格外红艳——
—此情此
景，不禁让人想起英国 BBC 电视台

汉旺小学的大多数孩子， 都是
“
5·12 汶川大地震” 之后陆续出生

拍摄的一部科幻纪录片，《人类消失

的，年龄最大的六年级学生，地震发
生时也不过两三岁。 他们是震后 10
年间汉旺镇上唯一一群没有悲伤记
忆的人，即使是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来
临之际， 在孩子们欢快的笑靥里，你
也看不到一丝的异样。而他们承载着

后的世界》。
3650 个日夜过去，汉旺小镇青
山依旧，流水依然。但作为大地震的
极重灾区之一， 这里再难重见当年
的繁华， 遭遇过生死劫的普通汉旺
人的生活， 也有了太多难以述说的
改变。
2009 年 4 月，即汶川大地震发生近一年后，本报记者重访汉旺镇。 镇上的人绝大部分已

那些无法抑制的悲伤

经撤离，只见到一位留守的老人，在钟楼前徘徊。

茅硕 / 摄影

“
每年的 5 月 12 日，我都会看到一个女人到博物馆里，对着墙壁上的一个女孩照片哭泣，我想她应该是女孩的母亲。 ”
“
最让我感到悲伤的事情就是，

镇广场的钟楼一带采访、观察乃至参

河街，爬到山里的云雾寺，烧香拜

他的父亲时，一脸自豪。肖氏父子俩

当你面对那些被压在废墟里的鲜活

与救援，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场景，多

佛，祈求风调雨顺。

都是行伍出身， 体能强壮， 反应敏

的生命时，你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一盏盏生命的光在你面前
逐渐熄灭。 而这样的熄灭，又是多么
的不舍和心有不甘啊！ ”
因受“
5·12”大地震的强烈冲击
和触动，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摇摆

年以来萦绕脑海，恍如昨天。后来的几
年间，我也多次回访过汉旺，每次都会
在钟楼下面坐上一会儿，放任自己的
思绪漂移。
隶属于德阳（地级市）绵竹（县
级市）的汉旺镇，依龙门山而建，为

“5·12”大地震之前，就算对于
大多数四川本地人来说，“汉旺”也
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地名。 八级强震
的摧毁性力量，瞬间将汉旺镇很多
地方夷为平地，而指针停摆的钟楼，
成了那场大灾的一座特殊纪念碑。

捷。 肖父就住在汉旺镇火车站对面
的小区里， 地震后小区楼房全部垮
塌，活着爬出来的只有他一人。老人
家还不顾自己年迈， 很快投身到救
灾之中。关键时刻，父子俩都体现出
了退伍老兵的本色。

的青春》，里面留下了这样黯然的回
忆和慨叹。

连接龙门山脉与川西平原的门户。
发源于龙门山脉的马尾河、绵远河，

正如汉旺地震遗址的讲解员所说：
“
由于钟楼顶端四面的时钟采用

大地震发生后最初的那些日子
里，身为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的一名《中

从汉旺镇老城和新城之间缓缓穿城
而过。 龙门山顶常年云雾缭绕，每

国经营报》前线记者，我曾多次在汉旺

年的 6 月 19 日，小镇居民会穿过顺

“不习惯”，怎么办？
“小镇上的人际关系需要重建，就像许多震后重建的家庭一
样，得走出灾难带来的阴影。 ”
“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 ”
刚刚回到汉旺新城工作才一个
多月的谭琴，现在一家叫“第一
读者”的社区服务店里。 这里是

破了， 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完
全适应过来。“小镇上的人际关
系需要重建， 就像许多震后重
建的家庭一样， 得走出灾难带

“
每年的 5 月 12 日， 我都会看
到一个女人到博物馆里， 对着墙壁

为当地老人搭建的一个公益平
台， 平时老人们可以过来喝茶、

来的阴影。 ”
我未 能 查 询 到 地 震 之 后 小

电力驱动，当大地震来临时，电力瞬
间中断，时钟的指针也都永久地定格

上的一个女孩照片哭泣， 我想她应
该是女孩的母亲。 ”在博物馆里，土

镇上婴儿的出生数据，以及小镇
居民的结婚和离婚统计情况，但

在了 14 点 28 分。 地震导致整个汉旺
广场右侧方沉陷了 10 厘米， 但是高

生土长的汉旺镇籍讲解员李馨说，
她只能默默地陪这位母亲一起流

打牌、看报纸，同时也组织一些
“夕阳红”式的旅游活动。 在活动
室的墙上，贴着许多老人旅游的
照片，每一个人都是满脸的灿烂

20 米的钟楼依然屹立于此。 ”
这座钟楼广场，在大地震之后

泪，任何安慰的言语都是多余的。
广场一侧的东汽中学旧址，地

的许多天里，成了抗震救灾的第一
线。 从广场旁边的东方汽轮机厂以

震救援时的歌声仿佛还在， 那是被
埋了 70 多个小时的两名学生，他们

及汉旺老城里抢救出来的伤员，会
暂时安置在广场上，再转送德阳市
区或成都更好的医院。 那时的广场
到处是一片忙碌，所有人都在与死

互相推让要求救援人员先救对方，
身处危难之中， 仍放声歌唱彼此勉
励。 更让人感动的是，一位 50 岁的
男老师， 在地震来临之际， 张开双

笑容，大妈们在各地的风景区挥
动着她们手上鲜艳的纱巾。
谭琴的“不习惯”有七八年
了。 她是第一批入住汉旺新城的
居民，但至今仍不习惯“楼上楼

着，震后十年小镇生活的喜怒哀
乐与是是非非。
据杨先生透露，地震后镇上
许多丧偶家庭短期内又重组了
“新家”，但很快因为各种问题和

神争分夺秒。

臂，舍身护住了 4 个学生。那个被抢

“我父亲是自己从倒塌的房屋
里自己爬出来的。 ”广场上震后改

救出来后， 救援人员问他有什么愿
望时， 他乐观地说自己想喝冰镇可

下” 的生活，“不敢乱跑乱跳，不
敢大声说话。 ”谭琴说。 她还是很
怀念地震前她们家的那个大院
子，想怎么喊就怎么喊。 地震的
时候， 谭琴还在镇上读职中，她

矛盾，最后不得不分手。 在我与
当地居民的多方交流中，也证实
了这一点。 新建家庭有的是因为
成年子女的干涉，有的则是因为
匆忙再婚后发现两人性格不合。

造出来的“四川绵竹清平——
—汉旺
国家地质博物馆”门口，卖纪念封的

乐的“可乐男孩”，当时感动了多少
人啊……这一切， 如今都定格在汉

说最幸运的就是现在一家人都
好好的。
大半辈子 当 农 民 的 谭 琴 的

“一开始基于互相的同情，
或感情慰藉之需而结合在一起，
但生活的锅碗瓢盆才是现实问

绵竹市邮政局工作人员肖老师谈起

旺的地震废墟遗址中。

父母，同样不习惯新城里的城镇
生活。 时值 5 月，是山里出竹笋

题。 ”杨先生说。
我注意到，“5·12” 之后，地

怀念一座繁华的老城

的季节，白天他们又返回老家的
林地挖竹笋，晚上再到镇上的新

震波冲击的不仅是汉旺这类重
灾区人民的心理，甚至于波及整

到汉旺去玩，一度是绵竹年轻人最
“港”、最“洋盘”的事情。

家休息。
如今的汉旺新城，是由汉旺

个四川大地。 2010 年前后，有统
计数据显示，四川省的离婚个案

老城城镇居民、灾后重建搬迁居
民以及当地拆迁安置农民组成

及离婚率在全国居于首位。 当
然，这与四川人口本来基数大不

的新镇，虽然小河潺潺、环境优
美，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

无关系。 但有社会学专家分析，
四川前几年离婚人数增多，与汶

活态度还是有着极大差异，仍需

川地震之间有一定相关性。 大地
震后，目睹乃至经历危难与生死
考验的四川人，更愿意反思生命
的意义， 更重视生活的幸福度，
更关注个人的感受。 一旦对婚姻
产生怀疑时，更有决心果断选择
离婚。

汉旺镇竖立的大地震纪念碑。

“
有个被困 55 小时的年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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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的事情。

丰磷化工有限公司和汉旺黄磷有限

将邻近的原武都镇辖区并入， 成为

幸存者， 就是从这栋楼里被救出来
的； 这个倒塌的机关大楼有好几位
公务员被掩埋在里面。”讲解员李馨
的每一次忆述， 都让来自各地的参

小米说，上世纪 90 年代的汉旺
号称“小成都”，绵竹城里还没有出
现的新型商业设施，比如超市、大型
商场、新式电影院等等，汉旺镇上都

责任公司等大中型企业 5 家。
大地震后不久， 我采访汉旺镇
领导时， 他们介绍说，
“整个汉旺镇
的经济主要靠东汽支撑， 镇里的非

绵竹市数一数二的大镇、强镇。
“
那时候水果都很好卖。 ”如今
在汉旺新城综合市场卖水果的杨大
姐，回忆起
“那时候”的汉旺老街，仍

观者唏嘘不已。
如今的汉旺老城， 到处树木苍
翠，很多植物从残垣断壁的缝隙中生

有了。“那时候镇上到处都是穿着蓝
色衣服的人， 我们叫他们‘蓝精
灵。’”小米说，他们比绵竹市最好的

农业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东汽的职工
和家属。 ”那时候，东汽一线工人年
均收入在 5 万元以上， 这在德阳市

然是一脸的幸福，“那时候一到下
班， 成千上万的穿蓝衣服的东汽工
人涌出来，在小镇上角角落落都是，

长出来，尤其是爬山虎迅速地布满了
整个墙壁，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在
小镇废弃的街道两旁，只有那些悬挂
着串串香、冷啖杯、肥肠粉、小火锅以
及各种超市的破碎招牌，显示出了地
震前这个小镇的商业繁华。
“那时候我们一到周末就坐车
到汉旺镇上去耍。 ”80 后的绵竹市
政府公务员小米告诉我， 虽然从
绵竹城区到汉旺的公路路况很
差， 但到汉旺去玩是绵竹年轻人
最“港”、最“洋盘”（时髦、 时 尚 的

企业剑南春酒厂的工人收入还要
高，而且一年四季的福利让人羡慕，
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
上技术学校、到厂里工作，都可以在
镇上“
一站式”完成。
小米提到的
“
蓝精灵”，就是东方
汽轮机厂的工人。东方汽轮机厂隶属
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中
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东
汽于 1965 年在汉旺镇筹建，1966 年
开工建设，1974 建成投产。 不仅如
此， 那时候汉旺镇还有清平磷矿、华

乃至四川省都属于相当高的收入
了， 因此直接拉动了汉旺本地的日
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不仅如此，
在汉旺镇的其他工业企业中， 有很
多都是为东汽做配套服务的， 光是
镇上主干道两边的修车铺都一家挨
着一家，正所谓
“十里东汽”。
据绵竹市官方统计数据， 早在
2004 年，汉旺镇的工农业总产值就
达 到 了 12.43 亿 元 ， 财 政 总 收 入
2857 万元， 位居四川省百强乡镇。
因为经济发达，2006 年， 汉旺镇还

感觉你卖啥子都能卖得出去。 ”
绵竹市人民医院的小张，则在汉
旺镇留下了她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
那时候绵竹的年轻姑娘最想嫁的就
是东汽的工人，再不济也找个东汽的
临时工。”她说。小张的丈夫就是东汽
的正式职工，而在她们医院里，跟她
家庭情况类似的女同事有好多。“
那
时候”， 她们每天往返于绵竹城区与
汉旺镇之间，“在汉旺才能找到家的
感觉，不仅是那里的繁华，更重要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

小镇人口大迁移
“
我们一直过的是钟摆式的生活。 ”
沿成（成都）绵（绵阳）高速公

元的东汽新基地宣告竣工投产，成

占地 10 平方公里的汉旺新城，居

市场，也几乎门可罗雀。 总的感觉

路北行，当汽车驶到德阳市八角出
站口时，公路边上一个巨大的风车
会吸引住过往司机的目光。 这里就

为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标志
性工程。 同时，2008 年 10 月东汽馨
苑动工，历时 1 年，完成 5300 余套

住人口不过 2 万人。 新城还有一个
震后异地安置的天池乡，实际入住
人口也只有两三千人。

还比不上从德阳到汉旺一路上那
些小镇市面有生气。
“就我一个人守在这里， 每天

是“
5·12”大地震之后，东方汽轮机
厂新建的厂房。
在大地震中， 东汽汉旺基地
遭受重创：100 多栋家属楼损毁，
70% 厂 房 倒 塌 或 受 损 ，2000 余 台
设备被毁，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7

永久性安置房建设，成为四川灾后
重建规模最大的生活区。
东方汽轮机厂很快完成了全
面的搬迁，跟随大厂搬迁的，还有
近 3 万名员工和家属。“更多搬走
的，是那些依附东汽生存的餐饮、

“我们一直过的是钟摆式的生
活。 ”绵竹人民医院的小张说，以前
在汉旺和绵竹两地摆动，现在是在
绵竹和德阳两地摆动。 东汽厂的家
属们，如今很多都过着这样的“钟
摆生活”。 好在江苏援建的公路平

生意也不怎么好，主要是没有外来
人口。 ”钟楼广场上开小商店的大
姐说，只是临近大地震十周年纪念
日， 来汉旺新城转的人才多了起
来，而平时只有等汉旺小学放学之
后，孩子们跑来买点零食，店面开

亿元。
震后不久，东汽汉旺基地决策
搬迁。 不到 3 个月，即 2008 年 8 月
1 日，新厂址正式动工，到 2010 年 5
月 10 日， 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紧
张建设，占地 2601 亩，总投资 45 亿

娱乐服务业以及汽修、 配套产业
人群。 ”
按照地方政府统计，“5·12”之
前汉旺常住人口超过 10 万， 其中
东汽的员工、家属以及为东汽配套
服务的人加起来就占一半。 如今，

坦而宽敞，开车来往十分便捷。
现在汉旺镇上的人气明显不
够“旺”。 新城的广场上，除了傍晚
时分有一些广场舞爱好者活动，其
他时间会非常冷清。 每天下午五点
半以后，镇上本该熙来攘往的综合

支方能勉强维持。
央企东方汽轮机厂震后搬离，
接近 6 万消费力强劲的工业人口
一去而空，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工
业重镇， 以及仍然留守的人们，注
定要面对新的挑战。

要不断地磨合。
“这里和城市一样，生活配
套服务一应俱全， 但总感觉缺
少点什么。 ”带着孩子在河边散
步 的 杨 先 生 说 ，40 多 年 来 在 汉
旺老街上固定的生活方式被打

在汉旺镇政府的家庭纠纷调解
室里，堆积起来的卷宗多少透露

“受过的伤，开出的花”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歌，歌中唱道：“受过的伤长成疤，开
出无比美丽的花。 ”
“地震对大家最大的影响还
是心态。 ”在绵竹市政府工作的
米先生深有感悟。 以前的绵竹，
傍晚会有很多老人在河边散步、
下棋、跳舞，老年生活其实是比

长指着仍然亮着灯的一间课
室说。
结束采访，我走出黄昏时分
安静下来的校园，心想：这里才
是震区社会重构的“内核”，孩

较单调的。 地震后，越来越多老

子们脸上的笑容，才是所有人的

人家愿意出外旅游，到全国各地
乃至东南亚国家到处跑，心态更
加乐观，视野也更加开阔，消费
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上文
提及的汉旺镇“第一读者”活动

希望。
汉旺，因东汉光武帝刘秀曾
流寓于此而名。 相传也是“一人
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发源地。
这里也出过与朱熹、吕祖谦齐名

室， 墙上贴的老人们旅游照片，
也能说明了这一点。
在汉旺镇中心小学门口，我
与学校的李副校长攀谈得知，现

的南宋大儒张轼。 谁能想到，这
样一个深处龙门山麓的历史悠
长的美丽小镇，会在十年前生机
勃勃之时，突遭地动山摇的灭顶

在学校总计 6 个年级 24 个班，
1000 多名学生中，属于失孤家庭

之灾？ 它，还有世代居住于此而
难舍难离的百姓，会有一个什么

再生育的一共 90 多个孩子。
“他 们 现 在 年 纪 最 大 的 读
到四年级，因为他们父母年龄
偏高， 教育观念和文化程度也
多有局限， 学校一般在放学后
会为这些孩子专门开辟阳光课
堂，进行一系列的帮扶。 ”李校

样的明天呢？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歌，
歌中唱道：“受过的伤长成疤，开
出无比美丽的花。 ”
本专题栏头图片，左为震后的东
方汽轮机厂厂房，右为星空下的汉旺
钟楼，分别由茅硕、陈达华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