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安不安，
我的心不安

□陈惠芳

题记：2013年4月20日8时2分，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强
烈地震，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救援行动一直在进行，让我们
一起祈福灾区人民，以各种形式关注
灾区，献出爱心。

此时此刻
我还在睡梦之中
窗外的光阴与市井的喧嚣声
升起
被拧灭的灯光
也没有醒来
仿佛
一切纹丝不动

遥远的雅安
突然猛烈地抖动
大地被震撼
地球又被撕裂了一个口子
心脏失血，心跳加快

一波一波的消息
传来，我被波及
雅安不安，我的心不安

我想起了汶川，想起了玉树
想起了崩塌与呼喊
想起了奔驰与救援
想起了血与泪，想起了被覆压的

生命

诗人能做什么
诗人的喉咙能呐喊什么
如果我的手，能够延伸千里
我要合拢大地的伤痕
合拢那些死不瞑目的眼睛
我只能驻守在安宁的南方
祈祷

人类重复着悲剧与良心
无穷无尽的苦难，由大自然分发
我回顾着以往的诗篇
回顾着似曾相识的场面
从汶川到玉树，从玉树到雅安
从一个断裂带到另一个断裂带
从家园到另一个家园
人类的行走如此颠簸，又如此坚忍

雅安，坚强
□龚志华

雅安，优雅而安宁的土地
在晨曦绽开四月阳光的温暖
春色轻抚每一个温馨的家园
在鸟儿歌唱露珠闪烁
河流哼起晨曲奔向远方
在父亲刚刚刚踏进希望的田野
母亲刚刚备好新一天的早点
在婴儿刚刚吮吸香甜的乳汁
花朵亮出鲜艳娇容的时刻
———四月深处的雅安
谁，把一缕晨光撕裂
谁把一种优雅，打碎
谁把一片安宁，击毁———

开放的花，睁起了惊恐的目光
流淌的河，嘶哑了美丽的歌喉
安居的家，碎裂了幸福的欢乐
畅通的道路，截断了辽广的方向
春天的雅安，一阵痛彻骨髓的痉挛
令我产生了同样的疼痛

失去亲人的人，我也是你的亲人
请擦去眼中的泪滴，为远走的亲

人送行
阳光不会消失，雅安的春天仍在
你身边的温暖，正从四面八方汇集
请抬起你的头颅，所有坚强的人
此刻，让我们扶起坍塌的8时02分
迎着明天的太阳，扶起受伤的雅安
并齐心喊出：雅安，坚强！

雅安，一起颤抖
□杨林

从远方而来， 风在体内
回旋，

呜咽，形成悲伤。
有人先我们离去，
这无法让我们侥幸，
一切灾难悄无声息，
撕 裂 通 往 下 一 个 季 节

的门 ，
如此脆弱， 睡梦随时不

再醒来。

人类开垦的大地千疮百孔，
挖掘的黑洞， 那隐形的

墓地，
暗藏惊悸和末路。 伸出

去的手触摸另一双手，
战栗，苍凉或者温暖，
我们可以选择紧紧攥在

一起，
度过黑暗， 然后重新审

视颤抖的生命， 以及颠沛流
离的人世。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俄国作家索
尔仁尼琴曾经沉重地写下：“献给没有生
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经无能
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
有想起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面对这天
灾，我们唯有去直面，救出生还者，重建家
园。看那嘴角流血的孩子，满身尘土的灾
民，听那悲怆的呼喊。我们苦难的同胞，我
们的眼泪再也无法藏在泪腺里，于是汹涌
而出，决堤泪海淹没华夏。

4月20日以来， 我们的心和芦山一
起紧紧相连，4月20日以来，各界的关注
焦点紧紧锁定雅安芦山；4月20日以来，
我们已经习惯把目光紧紧盯住电视或
电脑屏幕，雅安芦山县余震不断，我们
的心也在不断地震荡和颤抖。

第一时间，总书记对军队和武警部队

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灾
情就是命令， 要部署部队迅速投入抗震救
灾第一线。李克强总理第一时间赶去了，站
在废墟上，一直在询问废墟下可还有人，他
和武警官兵一起在震中度过那令人煎熬
的不眠之夜。面对着灾难频发的中国，在那
人间地狱般的惨景面前， 面对苦难深重的
同胞，他们心里的悲伤再也无法掩饰。

远在乡下的母亲说，芦山突发灾难
后，一向不太关心时政的她，每天打开
电视就是关注震后芦山营救的情况，并
问我哪里有捐助的点，省吃俭用的她想
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当我看到那个包

着纱布， 浑身是血的女孩面对镜头说：
“叔叔，我没事，我不哭，我很坚强的！”
我报以一个含泪的微笑。记者的话也让
人颇为感动：“余震一次接一次。因为有
这个小妹妹。 我觉得地震没什么可怕
的！”是啊，地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
灾难到来时信念的墙倒下。

借用汶川地震时一位记者的话，来
解释我们泪水汹涌的原因，“坚毅之外，请
容纳脆弱的缅怀”，烛光微照，但可以照亮
逝去者的黑暗之路；爱心虽小，却可以见
华夏戮力同心的坚强；泪雨滂沱，但愿罹
难者能看到生者无尽的哀思。

挺住，芦山

置身于这个让人揪心、让人牵挂的
四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7.0级
地震，袭击了华夏大地，袭击了雅安芦
山的小城。

这来自地壳的一次裂变，让美丽的
四川盆地的西缘，演绎成一段悲壮的楚
歌， 让许多双期待的目光失去了偎依，
让许多游子失去了昔日温暖的港湾。

公元2013年4月20日8点02分，就
在这一刻，我们用心祭奠，所有在这场
灾害中遇难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让
思念燃烧成四月上空缕缕升腾的烟雾。

就在这一刻，我们用心祈祷，所有
投身抗震救灾中默默奉献的军人、医生
等各界人士，是你们震天撼地的情感流

泻，挽回了无数人的生命，让中华大地
再次响起一首首《爱的奉献》的声音。

就在这一刻，我要感谢所有“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祖国同胞、海外友
人，是你们灼热的关爱、虔诚的祝福和
无私的捐赠， 构筑了大家庭的坚强后
盾，构筑了天长地久的钢铁长城……

“你们放心，我们不光要救灾，还会
帮助大家重建家园， 以后的日子会更
好。”总理一句句坚定的话语，始终在耳
畔回荡。

其实，这就是新一届领导人的一种
果敢，这就是一个国家以人为本、关爱
生命的一种豪放情怀。

是呀，只要生命还在，还有什么不
可以重来。只要信念还在，还有什么困
难不可以克服。即便曾经的家园成为废
墟， 只要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梦还在，

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旧会是一种东方
的骄傲，依旧是一种唇齿相依、血浓于
水的风采。

走进草长莺飞的四月，走进黑色的
四月，走进团结的四月，牵你的手牵我
的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希望就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挺住芦山，让灾难从我
们身边走开。

芦山，我们为你祈福

是谁将这梦幻的世外桃源，夷为一
片废墟？让我们仰天长叹，为你掬起这
捧伤心的泪水一饮而尽。

是谁蹒跚的身影，出现在地震灾区
的现场？出现在受灾群众的身旁？是党
和国家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和爱护。

伫立于肃穆、 悲伤的山谷之中，尽

管灾害的风雨，还在肆意吹打流血的伤
口，但人民却感到党和国家与灾区群众
是心连心、心贴心，从而增添了抗灾自
救、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

风雨莅临的时候，注定你会成为我
们揪心的伤痕。 用那盏微弱的星光，点
缀曾经为你陶醉的心。 你最初的问候，
总是那样的坚强， 仿佛曾经的握别，你
总会留下一句句暖暖的承诺。

一种透明的寒露，使记忆在睫毛上
变得苍白，无助的寒风，再一次涌入通
向你的每一条小径。你不会理会这如痴
如醉黄昏里，一只受伤的青鸟还在枝头
为你哀鸣， 无数颗虔诚的心在为你祝
福。

无法寻找到最体贴的语言，温暖你
潮湿的心， 就像在你冰冷的双眸中，我
们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是你让我
们变得更加坚强。

总有一种想象，在梦的水域与你相
撞，总有一种殷实的流淌，来自你悠长
悠远的思念。只是，在回首的瞬间，你就
已用一生的守望贴近黑色的土层。

隔着窗户的玻璃将你凝望，灾难中
的父老乡亲，我好想握住你坚忍不拔的
手，而你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来自心灵的
感动和清泪两行……

当青鸟的音符，再也托不起季节的
缤纷时，你在四季的轮回中，翻开尘封
的洁白诗篇，掩埋了许多曾经的不幸和
欢欣。

于是，我们选择篝火温暖华夏这个
大家庭， 让阵阵暗香打湿甜甜的梦幻。
芦山，我们为你祈祷，灾区人民，我们为
你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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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民族再一次
经历灾难的考验。在四
川汶川地震5周年来临
之际，四川雅安芦山又
发生7.0级强烈地震。

雅安地区受灾之
后，大批武警消防战士
迅速赶到灾区救援；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赴
灾区指挥救援，甚至冒
着余震在现场指挥部
署救灾工作；各地医务
人员深入地震前线；我
们的媒体以其社会责
任和道德义务，对灾区
抗灾情况紧紧地跟踪、
关注和报道 ， “雅安台
主播陈莹婚礼遇地震
穿婚纱报道灾情”被赞
为 “最美新娘 ”；企业 、
个人、明星纷纷捐款，投
身社会赈灾公益； 众多
网友祈福“雅安平安，中
国加油”；灾区 “微笑女
孩”“我不哭，我很坚强”
让人动容……

面对地震灾害 ，社
会各界团结一致，四方
响应 ，八方协作 ，相濡
以沫，相互支持，同甘共苦，同舟
共济，抗击灾难。总理的慰问，群
众的捐助，企业的献爱心，人们心
中为受灾者的祈福， 乃至我们每
个人为生命的逝去而悲悼， 为众
志成城抗击灾害张扬的民族精神
而感动， 我们心灵的每一次为雅
安的牵动……这就是我们对生命
的关切力量，是我们在道德、情感
和人性意义的层面上对“关切”的
最好、最鲜活、最直接的阐释。这
种“关切”，化作我们战胜灾难、战
胜死亡的生命的勇气和力量，成
为我们面对一切不幸、 苦难和悲
剧的精神品格。

对于巨大灾难， 我们必须承
担起责任、使命，来对待这场生命

的灾难，我们民族的这
一巨大痛苦。德国哲学
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
《悲剧的超越》中说过，
在面对人类的灾难中，
有的人已经把自己全
部融入人类的大我，而
这个大我把他自己与
其他所有的人紧密地
粘连在一起 ， “我自己
就在悲剧痛苦之中，就
是对处于痛苦中的同
胞 ，表达同情 、关怀和
关切 ， 这种同情和关
怀 ，使人成为人 ，这种
同情、关怀和关切不是
那种毫不含糊的歉意，
而是自己陷入其中的
感同身受，因此人道气
氛便出现在这个伟大
的行为之中”。

对我们的社会来
说 ， 关切是不能缺少
的 。 特别是在灾难之
中， 这种关切和关怀 ，
让我们尤其不能忘记，
告慰死者， 鼓舞生者 ，
直面灾难， 超越悲剧 ，
歌颂生命的尊严和伟

大，重建精神家园，这成为我们每
一个人不能推卸的担当和关怀。

生命的关切，意味着惦记、照
料、等待和挂念。关切，是使我们
的心灵充满柔情、温暖的源泉，是
爱的源泉，是慈善、良心、悲悯的
源泉。关切，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
美好、崇高起来的方式。

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 关切
不能只是停留在体验上， 而是付
诸实践和行动，因为，在爱的关切
的每一个行动中， 我们都同时既
塑造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又塑造
着我们自己，而这，也就是孕育和
拥抱未来的全部含义……这构成
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
值行为的伟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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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跃兴

芦山，我们与你同在
□吴安臣

4月20日深夜，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街头， 市民何建为了安全， 将两个孩子放在外面的三轮车上睡觉。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5年前，“汶川不哭”是国人痛彻
心扉的呐喊； 今天 ,“雅安微笑”是
中国最美的容颜。

芦山地震后， 我从新闻画面中
看雅安女孩最美的微笑。 那淡淡的
微笑，如同一支支高擎的火炬，被千
万网友传递。她说：“叔叔，我没事，
我不哭，我很坚强的”。这一笑“倾国
倾城”， 这句话从容而撼人心魄。如
果说， 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人坚忍不
拔，那便是这微笑。

那一刻，天崩地裂，地动山摇，
高楼大厦瞬间成为一片瓦砾； 那一
刻， 瘦弱的母亲为儿子挪开百斤的
预制板；那一刻，母亲本能地起身护
住儿子， 任凭瓦砾往身上砸； 那一
刻，一位母亲救丈夫出来后，又去救
自己的孩子时，双双遇难。房子几乎
全部都倒了，7岁的杨罗慧跑了出
来。她没有哭，还向打吊针的护士微
笑。如果说，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人自
信满满，那便是这微笑的力量。微笑
是灾区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 是面

对灾难不屈的坚强。
如果说， 有一种力量可以撼人

心魄， 那便是悲怆之后的微笑。 在
新闻里， 我们看到太多的泪水了。
那是对亲人罹难的悲恸， 那是对家
园被毁的哀伤。 废墟前让人动容的
群众“肖像” 不仅有眼泪， 还有微
笑。 临时接水点的人微笑着， 他们
的微笑是感激， 是满怀深情的力
量。 失去家园的母女微笑着， 他们
的微笑是坚韧不屈的力量。 在废墟
上玩游戏的小孩在微笑， 他们的微
笑是希望。

作家毕淑敏说，“人生总是有灾
难。 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
难的从容， 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
难间隙的快活”。余震还在，生活在
继续。微笑，恰如淌过的溪流，漫过
地震废墟， 滋润新的希望。 微笑雅
安，见证坚强。它是中华民族复兴进
程中， 最灿烂的美景。 正如网友所
言：“你一笑便是整个沧海， 美了这
个人间”！

雅安微笑
□尹鹏志

4月21日上午， 芦山县体育场， 帐篷里的小朋友。

父亲，
允许我抱着你

（外一首）
□黄曙辉

题记：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
震的震中芦山县，一平坝搭建的临时
帐篷医院手术室外，一儿子抱着父亲
等待手术，没座位，儿子足足抱了他
一小时。儿子说，不累！

父亲，你放心吧，允许我这样抱
着你

允许我抱着你，就像你抱着小时
候经常摔伤的我

我不累！你放心躺在我的怀里吧
一个小时算什么， 一天算什么，

一生算什么
我坚强的生命就是你给我的

父亲，允许我抱着你，放心吧
等一等，等一等，让那些伤势更

重的人先行包扎
我不累！你也不要害怕，我强健

的臂膀
足可以支撑起沉甸甸的情感
即使脚下的大地还在抖动
我也要咬紧牙关，在一场生与死

的较量中
以男人的姿态赢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现在有太多的目光聚焦芦山
你要像山上的古树一样葳蕤挺拔
不要皱眉，不要呻吟，不要感叹
祖国的大地抖一抖不值得奇怪
我们要把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
凝聚在体内， 让世人忍不住惊

叹———
芦山！芦山！芦———山———

父亲，你放心吧，忍一忍
我们要在文雅和安静的状态下
展现———
芦山的血性
芦山的意志
芦山的坚强
芦山的不凡

地震宝宝

题记：芦山7.0级地震发生一小
时后，一个新的生命降生在雅安市人
民医院的车棚里，给这个笼罩在地震
中的城市增添了一丝喜色。孩子的母
亲给女儿起名叫 “孔震生”， 以纪念
2013年4月20日这个在她和女儿生
命中最难忘的一天。

孩子，你该哭就哭吧
这个日子悲喜交加
这个日子悲欣交集
睁开眼睛，你就看到了
尘世的悲伤与喜悦
天摇，地动，你的哭声就是你的

笑声
你的笑声就是你的哭声
你发言，以世人都能听懂的声音
震生，你是值得庆幸的
一个女孩儿在一场与死亡的赛

跑中
战胜了不可抗拒的灾难
你是一个胜利者
你是希望的象征
允许我和你的父母一样，为你
忍住喜悦和悲伤的泪水
在这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里
赢回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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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四川省宝兴县灵关镇中学灾民安置点，灾民在救灾帐篷里。
近日，救灾帐篷和物资等不断运抵该安置点，灾民得到妥善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