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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孩子
离开曾家山10年，李锐还是

会觉得自己是大山的孩子。那
里，有爸爸放电影的工具，有妈妈
种地的锄头，有奶奶慈祥的笑容，
有绵延数公里的高山，有自己掏
过的蜂窝，有再也回不去的家。

和很多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
子相同，李锐的童年也沾满尘土。
他最喜欢夏天，随着下课铃声响
起，把作业本胡乱地塞进书包，约
上三五个玩伴，用最快速度冲出校
门。家附近有一条河，那是他们儿
时的“乌托邦”。孩子们脱光衣服，
扑通一下跳进水里，开始像鱼儿般
翻滚，打水仗，练闭气，搬石头，河
水中尽是爽朗的笑声。

由于调皮，李锐经常被爸爸
打。虽然表面“记恨”，但心里却
特别自豪。因为爸爸是镇上的电
影放映员，他可以经常跟着爸爸
去放坝坝电影，坐在地上看爸爸
卸设备、搭银幕，有时村民还会带
一点瓜子给他吃。

偶尔，李锐也会和妈妈去城里
赶集。彼时，曾家山到广元城的路
并不好走。妈妈会带着他在村口
等中巴车，如果没算准时间，可能
需要等上2个小时。等累了，李锐
会告诉妈妈，“等我长大了，赚钱
了，就买一辆车载你们下山”。

震区孤儿
然而妈妈没有等到儿子的那

辆车。
2005年，李锐11岁，小学还

未毕业，他的父母在盘山公路上
遭遇车祸，当场去世。从那以后，
李锐变得沉默，变得孤僻，变得自
卑。他不爱和同学来往了，也不
再是小伙伴中的“孩子王”。“我很
要强，甚至在外婆家，也会觉得不
自在。”李锐说。

2008年，李锐读初一。5月

12日那天中午，他在午休，地震悄
然而至，山中发出一阵阵沉闷的
声响。跳下床，李锐拔腿就跑，在
他逃出宿舍楼半分钟后，整栋楼
的楼梯全部坍塌。

后来，回忆起这个瞬间，李锐
都会觉得心悸：“命真的大，跑赢
了死神。”

这场地震，震碎了李锐父母
留下的老房子，也震垮了外婆的
家。在当地民政部门帮助下，他
被列为了地震孤儿，住进了安康
家园，前往山东日照学习和生
活。虽然舍不得离开，但这已是
当时李锐和外婆最好的选择。

到达日照后，李锐有了当地
的安康妈妈。他适应得很快，周
围都是和他一样的孩子，来自四
川，失去双亲。内心的自卑感没
了，他的学习成绩也提高不少。

“光辉”岁月
2009年，李锐和同伴回到双

流安康家园。“后来的4年，真的有
种‘光辉’岁月的感觉。”

正值青春期，李锐开始长高，
也变得叛逆。他发现，学校里听
话、成绩好的同学并没有调皮、爱
欺负人的同学受欢迎。他也想得
到同学的认可，于是跑去学着打
架，学着抽烟，学着上课睡觉，学
着不做作业。

终于，李锐成了老师眼中的
“老大难”。那时，他对未来没有
一点规划，他觉得有着像电影《古
惑仔》中“浩南哥”般的人生就挺
好。安康妈妈一次次被叫进班主
任的办公室，安康爸爸一次次和
他推心置腹地聊天，但他依然我
行我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三。
那年暑假，李锐回了趟广元。外
婆带着他去看了父母。临走前，
外婆拉住了他的手说，“你长大
了。等你自己能养活自己了，我

就可以闭眼睛咯。”
李锐哭了。这是父母离世后

的很多年里他第一次哭。
回到安康家园，李锐变了，开

始计划起未来，开始相信“自信可
改变未来”。但由于错过了学习的
最佳时机，他并没有进入心仪的大
学，最终只去到一所专科学校。

收获成功
大学的李锐学的是工业设计，

还当了班里的班长，谈了恋爱。
为了补贴生活费，李锐每个

周末都会去打工。他去太升路卖
过手机，在超市里做过饮料推销
员，还在地产中介里当过“小蜜
蜂”，专门带人去看房子。

大二那年，生活出现了转
机。一位老师在校外开了家干锅

店，聘请李锐来管理，他不用再出
去兼职。“生意还可以，一年下来，
老师分了我3万块钱。”那是他人
生中的第一桶金。拿着“巨款”，
他去商场给外婆从头到脚置办了
一身。

2016年，老师开的干锅店因
生意不景气而关门歇业。李锐谋
划起盘下铺面，开一间茶楼。那
时，他刚读大三，“真就是拼尽全力
在赌。”他拿着企业赞助的学费、自
己的存款以及和同学借的钱，全部
投了进去，“如果输了，一无所有。
如果赢了，什么都有了”。

他赢了。半年时间，他不仅
补清了学费，还赚了10多万。为
了节约开支，李锐的茶楼没有请
服务员，端茶、续水、打扫全部自
己承包。无论再晚，他也不会赶
顾客离开，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
一小会儿。

拿着这笔钱，李锐实现了儿
时对妈妈的承诺，他买了一辆
车。提车那天，他站在车旁，拍了
张照片，还发了条朋友圈。

幸运仍在眷顾。去年，利用
鱼竿原理，李锐设计了一款可固
定在桌边的串串香竹签收纳桶，
并成功注册专利。这是款绿色的
塑料签桶，当轻拍桶底时，竹签可
自动弹起，既卫生又方便。

目前，这款便捷式签桶已
卖出了 3000 余个。借着竹签
收纳桶的成功，他也在思考转
型，“想开一家设计工作室，主
打小商品创意设计，发挥自己
的专业特长”。

李锐说，他不像很多同学一
样，有父母，有亲人，即便不工作，
也有房子住，有热饭热菜吃。而
他只有自己。唯有尽力去拼，才
有资格和同龄人站在起跑线上。
虽然累，但值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杜江茜

再忙，我们都要回家
双流安康家园已收到242个孩子回复：5月9日回家吃团圆饭

十年前，672名孩子因为地
震，相聚双流安康家园。随着长
大，他们陆续离开，飞向广阔的
世界。

十年间，家园不断上演着聚
散离合，孩子越来越少。

“安康爸爸”“安康妈妈”们想
念孩子了。今年3月，他们发出了
一封邀请信，把“我们长大了，十
年之后再相聚”的信号传递出去，
约定2018年5月9日，大家一起
相聚双流安康家园。

爸爸妈妈们商量，不管孩子
们飞到多高多远，不管孩子们从
事着什么样的职业，聚会那一天，
大家都一样，是安康家园的一员，
穿上同样的衣服，坐在一起吃上
一顿团圆饭。

4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双流安康家园获悉，
已经有242名孩子明确表示5月9
日一定回家。

“高敏、顺欢、高彦奇、何元
奎……”在安康妈妈李书曼的那
张统计表上，罗列着242个孩子
的名字。

李书曼说，安康家园有一个
微信群，3月，她把邀请信放到了
群里，很快，高敏第一个报名。

高敏今年25岁，茂县人，地震
摧毁了她的家园后，她曾在北京
市私立树人·瑞贝学校就读过一
年。后来，在双流安康家园度过5
年时光。现在，她嫁到了汶川县
漩口镇，孩子已经1岁零1个月，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安康家园的日子，“妈妈”
王春霞把她当亲生女儿疼爱。每
次带她外出看病时，总会把她带
回自己的家，给她煮一顿香喷喷
的饭。高敏最爱吃王春霞做的土
豆丝。她记得，王妈妈把干海椒
切成小段，炒香后再炒土豆丝。

“香！又感到特别幸福。”她说，至
今提到这道菜，她都想要流口
水。每个周末，王妈妈还要带她
去棠湖公园游玩。

当她在群里看到邀请信时，
秒回“我要回家！”她说，无论多

忙，她都要回家，看看多年不见的
王妈妈，陪王妈妈重游棠湖公园，
陪王妈妈吃顿饭，陪王妈妈睡一
晚，还想给王妈妈买一件衣服。

“当年，她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

我想照顾她！”高敏已经安排好
了，5月8日，她将独自回家，好好
陪陪王妈妈。

她说，在她心里，想念很多
人，比如双流安康家园的园长胡

源忠，北京市私立树人·瑞贝学校
校长王健超，还有班主任老师
……她期盼着，5月9日那天，与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老师们紧
紧拥抱在一起，好好叙叙旧。

为了筹备这个聚会，这段时
间，双流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特
别繁忙，但他累并快乐着。已有
242名孩子表示将回家，对此，他
说“能有这么多孩子回家，我很满
意。”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每一
个从安康家园出去的孩子都安康
一生。

双流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
也通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告
诉这672名孩子：孩子们，不管你
们走向哪里，请你们记住，双流安
康家园是你们永远的家，双流是
你们永远的家。这里的爱心会一
直传递下去，这里的亲情会永远
延续下去，愿你们常回家看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杨晨雷远东

2013年3月26日，何正东永远记得
这一天。这是他离开安康家园的日子，

“那天过后，感觉自己应该是个大人了。”
何正东有两个家，一个家在阿坝州

茂县飞虹乡，家里有父母亲人，2008年
的那场地震摧毁了他们住的房子，但庆
幸没人遇难，家园随后重建，根系还在；
另一个家在双流，地震后，小学刚毕业的
何正东和镇上的小伙伴来到北京寄读，
一年后回川，在双流安康家园开始了新
生活。

上学、毕业、又按部就班地工作。
2015年，20岁的年何正东想要有“不一
样的人生”，他辞去了成都的工作，回到
阿坝州创业。如今，他生活在父母的那
个家里，一边跑运输，一边经营着挖掘机
事业。

对于190公里外的安康家园，何正
东说那是他丢不掉的牵挂。“看到了久违
的胡爸爸，很想他和小伙伴。”收到胡源
忠的邀请，何正东爽快地回复了一个

“好”字。而后记忆开始翻腾，四年时光
不长不短，却在他的少年时代留下过深
刻的印记。

一段情同手足的情谊

从老家茂县飞虹乡到双流安康家
园，190公里的路途需要辗转好几次。关
于来时的记忆，何正东已经有些淡忘了，
那天是几号、怎么来的，好多细节都想不
起来了，“那会儿还太小。”镇上小伙伴的
同行多少缓解了初期的陌生感，“只觉得
成都咋这么热，我们家乡很凉快哒！”

回忆起在安康家园生活的点点滴
滴，何正东觉得那是生命中最“无忧无
虑”的一段岁月。短暂的适应期过后，安
康家园里的小伙伴开始融入彼此的生
活，对14岁的少年来说，青春、朋友、篮
球和陪伴就是确确实实握在手中的幸福
和快乐。吃饭、睡觉、上下课都形影不
离，无声的陪伴走过成长的岁月，也见证
了一段情同手足的情谊。即便散落四
方，也割不断的情谊，“我们现在也每天
在微信群聊天，玩得特别好。”

四年多的时间里，何正东见到父母
的频率不太高，因为路途遥远、加之交通
不太便利，他会在每个周末固定给亲人
家里打电话，汇报近期的生活、学习。

安康妈妈李红的陪伴让远离家乡的
他感到了母爱般的温暖。

“她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特别用心
的阿姨。”他说，那时候，他每周最期待
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因为李红阿姨周
末回家从不会空手归来，总会给他带来
水果、糖果、饼干抑或是逸闻趣事，“就
像妈妈一样。”

一直不曾忘却的家园

高中毕业后，何正东进入双流职业
教育技术中心学习。临近毕业，何正东
到温江实习，可那段时间每个星期都会
往“家”里跑，“不习惯，想念他们。”悉心
的照顾和朋友的陪伴让这段岁月熠熠生
辉，安康家园成了何正东的另一个家。

18岁那年，何正东用一堂“告别课”
作为成人礼送给了自己。

“2013年3月26日，我永远记得这
一天。”回忆起与安康家园告别的场景，
何正东很是感慨，“离开，也就意味着我
真的长大了。”

5年过去了，如今的何正东回到家
乡创业，一边跑着运输，一边经营着挖
掘机的生意，生活过得平凡也幸福。他
一直不曾忘却那段经历，安康家园仿佛
有种神奇的魔力，午夜梦回的时候，就
会想起它。

“这一次，我也一样要回家。”何正东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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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震区孤儿李锐说“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曾经打架抽烟的“坏孩子”
现在开起茶楼买了车

黝黑的脸，平头，单眼皮，个头不高。
24岁的李锐身上有很多标签。他是孤儿，经历过汶川地震，在安康家园长大，现在是个创客，设计的产品还申

请了专利。在他看来，自己虽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却有着比同龄人更成熟的心智，是个地道的“社会人”。
谈起10年前的地震，他的记忆已些许模糊，只是不停地感叹自己非常幸运。如果没有地震，没有安康家园，李

锐可能会像父辈般走上务农、打工的道路，或许在成都的某个工厂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
“也不是说那样不好，但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眼下，李锐的茶楼生意红火，他也正在筹建自己的设计工作

室，还计划与谈了5年的女朋友组建家庭。

李锐和他发明的塑料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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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家园曾经的孩子何正东：

四年安康生活
一段快乐时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安康家园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

安康家园的孩子刘俊长大了，她希望哥哥姐姐回家团聚。

何正东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