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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佼

面前的小胖墩我快认不出他了。如果不是那
标志性的阳光笑容和轮椅，我几乎会错认他是某
成功企业界人士。

“有人说我长成了煤老板，”代国宏摊摊手，
“退役后运动量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也很无奈啊，
你看姚明比我还胖。”

10 年前初识代国宏，是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
省人民医院和香港“站起来”组织联合进行的义肢
康复训练中。他那时还是个清瘦爱笑的高中生。如
今，“丰富”这个词是他对自己身材的“自黑”，却不
足以表达他人生故事的全部内涵。

他失去最宝贵的双腿，学会用双手劈波斩浪；
他夺得全国冠军，又归于平淡；他失去了亲近的同
桌，最终用自信去回报爱；所失与所得，拿起的和
放下的，眼前喧嚣的和终将淡泊的，都让他在今天
的年龄，圆融通达。

他就是一本书，一本“不胫而走”的生命宣言，
一本让接触他的人胃口变得更好、生命变得更美
的“小幸福”指南。

“无腿蛙王”的诞生

十年之前，绵阳北川。
18 岁的代国宏比较清瘦，1 米 74 的身高正

在发育。他特别喜欢打篮球，那一年正是他的偶像
姚明在 NBA 掠下 22 连胜的巅峰时期，几乎每场
比赛代国宏都要回味好久。

“为了准备学校的篮球比赛，我从爸妈给我的
生活费里面省吃俭用攒了 100 多块，买了我人生
的第一双篮球鞋。白色的，一直舍不得穿。直到比
赛的那一天，我穿上了它，很合脚。”代国宏在多年
之后的一次电视演讲上回忆：“我觉得自己很帅。
之后再也没有穿过那双鞋。”

一个星期之后，汶川大地震发生。
山崩地裂！代国宏和北川中学许多学生，被坍

塌的废墟埋住。光明瞬间消失，眼前只有黑暗，痛
楚，和不知何处的呻吟。被埋 50 多个小时后，代国
宏被赶来救援的官兵挖了出来，却永久地失去了
自己的双腿。

“那双白色球鞋成了回忆。”如今，代国宏可以
很平静地叙述。但在当时，他怎么都不愿相信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遭遇。

他总是在半夜醒来，想要去上卫生间，却总是
重重地摔在床下。更为严峻的是，处在青春期的代
国宏，截肢的地方仍然在发育，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医生不得不采取磨骨手术，当腿部骨头长出来之
后，要把新长的骨头锯掉，还要不停清创，每天把伤
口剪开，剪到新的组织，剪到出血，再缝合起来。

最初的一个月，代国宏每天都至少要经历一
次手术。废墟的压迫造成他急性肾功能衰竭，两次
命悬一线，全身血液换了两次，瘦到 56 斤。本来学
习成绩优秀的他，正准备报考心仪的大学，却连床
都起不了。他哭泣，他抑郁，甚至把自己封闭起
来……

“我哥哥辞掉了工作专门来照顾我，我像一个
破碎的布娃娃一样被他抱过来抱过去，修修打打，
缝缝补补。”代国宏对哥哥感情特别深，可当时他
却变得十分暴躁。“有一次我跟我哥哥说，我想吃
菠萝，你去给我买。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没
有卖的，我当时就发火了，我说你长脚是干啥的，
叫你去买个东西，你都找不到。哥哥没有说话。”

就在无处宣泄心中委屈和彷徨时，命运给代
国宏开了一扇窗——— 医生建议他去学习游泳，增
强体力，便于恢复。妈妈反对，说有腿的时候你都
不会游，现在腿都没了……代国宏心里却有一团
火：难道就一辈子躺在床上被人抱来抱去吗？必须
学游泳！

第一次下水，当教练松开手，代国宏一下就失
去了平衡，一下沉到水底，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
体，慌张地一张嘴，却不停呛水。教练把他拎出水
面，告诉他不要着急，试着找平衡。然后又将他放
进水里。

“虽然晕头转向，虽然呛了很多水，在水里我却
想到了 4 个字：如鱼得水。这是受伤之后第一次不
需要轮椅，不需要拐杖，我可以自己决定行动的方
向和目的，这就是自由！”代国宏说。

代国宏呛着水，哈哈笑了。他用力地拍打起水
花，像燃放起内心的烟火。

2010 年 4月 16 日，浙江绍兴，全国残疾人游
泳锦标赛，百米蛙泳现场。

“不要紧张，平时训练怎么游，今天就怎么游。”
教练拍打着代国宏的肩膀叮嘱。代国宏答应着，打量
着这个上千人的赛场。

在学会游泳后，代国宏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
教练发现他是块好苗子，又把他带到了专业队，他
成了一名游泳运动员。

代国宏把对篮球的爱，全部倾注到新的运动
生涯里。他喜欢比赛，喜欢那种拼搏的劲头，喜欢
每一分一秒都绷紧冲刺的节奏。

面对上千人的注视，听着呐喊和加油声，已经
熟悉的泳道波光粼粼。代国宏手紧张得发抖，心跳
加速。听了教练的话，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变得
平静下来。

信号一响，代国宏像子弹一样把自己打出去。
在空中鱼跃的瞬间，他的身体短暂地飞翔起来。入
水的那一刻，他反而不紧张了，手臂很快出现了酸
胀感，他闭上眼，一个念头向前游。

代国宏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成了全国冠军。领
奖台戴上金牌的那一刻，他用手指指向天空。

记忆最深处，废墟里，一起被压着的同桌对他
说：“国宏，我可能出不去了，你以后要替我活着，
你要好好活。”代国宏眼角闪动着泪光，向着天空，
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吼。

“从‘5·12’大地震到夺冠，一共 704 天，我经
历的疼痛、绝望、茫然和拼搏抗争，统统都在这一
声吼里，涅槃成凤，化为力量。”

从那一天起，他有了一个极其响亮的名
号———“无腿蛙王”。运动生涯中，他共夺得各级国
家和省市比赛的 9 枚金牌。

我是你的诗，你是我的远方

今年 3月 24日，绵阳北川。
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在光明村代国宏的家里，

代国宏正在收拾行装——— 他将进行一次长途行思，
行千里路，思考生命的真谛。运动员生涯退役后，他
选择将生命教育作为自己终身职业。

一双纤纤玉手，递过来一件衣服：“再多带一
件吧，不要怕多。”

他抬头，面前是眉目如画的一双眼睛。他看着
这双眼睛，开心地笑了。

这是一段温暖而勇敢的爱情故事。
就像一场浪漫电影。两人相识于成都市琴

台路，缘起一场家庭聚会。
女主角名叫苏思妙，娇小的体态，俊俏的容

貌。2013 年 5月 7 日她偶然参加闺蜜家的一次
家庭聚会。

苏思妙对代国宏第一眼并不喜欢，所有人
等了他将近两个小时，“男主角”才顶着一个“西
瓜头”，穿着一件红颜色格子衬衣出现。

然后大家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幸福就是
在不奢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静静地享受着身
边的一切。”经历生死，代国宏对幸福的感受极
深，他说得平淡，却让苏思妙心里一跳。

苏思妙觉得，这个男生还挺有趣的。两人互
留了微信，地域性格上，苏思妙是成都妹子，代
国宏是“小绵羊(阳)”。

从这一天起，代国宏每发一条朋友圈，都会
有一段美妙的评论，还会有苏思妙附上的表情，
代表阅读的心情。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一段时间后，代国宏送给苏思妙一件礼物：
自己手书的一幅百米长卷。上面记载着他们相
识的点点滴滴，代国宏在日记里倾吐的思念，以
及自己为苏思妙写下的情诗……

“午夜的电影写满了古老的恋情
静静地期待着为年轻人儿歌唱
是否记得因你而幸福的我
一起牵手走过那段幸福的时光……”
苏思妙的内心深处剧烈地翻腾起来。
苏思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孩，她认准了，

要在一起，就是一辈子的事，不是新鲜劲过了就
过了，必须要考虑清楚。苏思妙的条件好，眼光
也高，一般男孩子难入她的眼，但这一次，她却
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想起代国宏的样子，轻言细语，时而幽
默，时而温柔……

“关键他特别有爱心，简直可以用博爱来形
容，不管路边什么事，哪怕是一盏灯掉下来了，
他也会找人去把灯扶起来，说害怕晚上有人会
看不见。”想着想着，眼前浮现起代国宏的笑，她
主意定了。

苏思妙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可舍不得。

起初有点意见，挡不住苏思妙软磨硬泡，见面之
后，却慢慢被代国宏的乐观所感染，反而像代国
宏的亲爸妈一样。

许多人都会偷偷问苏思妙：“你们是在地震
前认识的吗？”

苏思妙每次都大声回答“不是”，还要追加
一句：“这是代国宏的魅力。”

“国宏是那么的勇敢，他什么都不怕，他的
轮椅和电动车一样快，跟国宏在一起，如果穿高
跟鞋的话，根本追不到他。”

2015 年，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
男子 4×50 米混合泳接力赛，四川队获得亚军。
负责第二棒的代国宏在颁奖仪式后，将奖牌交
到苏思妙手里，戴上手指的，还有一枚晶莹剔透
的婚戒。

他，终究还是追到了。
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里，代国宏是苏思妙

的诗，苏思妙就是代国宏的远方。他们一起得到
了双方家长的祝福。

十年行思，再次感悟生命

出发时，代妈妈做好了早饭，农家柴灶大火
旺，烧出的稀饭很稠。腊肉和泡菜，都让人开胃口。

代国宏用手拨动轮椅，上坡的速度和平地
差不多。

“国宏力气可大了，一只手都能把我抱起
来。”苏思妙将行李放进车里。

他们的长途行思计划是从家里出发，先到
北川老县城，寄托哀思之后，再从北川到绵阳，
一路走到重庆。

代国宏自己走一段，苏思妙开车在前面可
以休息的地方等他，然后再出发走一段。每天完
成 20 公里的行进就休息，也不拘泥于形式，中
途也可以去参加其他社会活动，重在所思。

为什么是重庆？或许因为救出代国宏的人，
是重庆消防战士。代国宏在社交媒体里曾写道：
“感恩陈洪波叔叔和您的战友们，在那样艰难的
境域下，把国宏从废墟下救出，感恩成长之路，
国宏定当继续用心去‘走’……”

又或许因为在救治代国宏的过程里，重庆
极为重要，重庆新桥医院的医护人员和重庆人
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每天，总有素不相识的
重庆人来探望他。

他记得，一名不到四岁的小男孩把存钱罐
放在他床头说要捐款；一名阿姨送了两件叮当
猫的 T 恤，他穿了几天，人们以为他喜欢叮当
猫，接连收到十多件叮当猫的 T 恤，他也因此
被叫作“猫猫”……

他还记得，康复过程中，新桥医院信息科主
任李初民知道代国宏家种茶，就经常下班后在
代国宏的病房喝茶，讲茶道。“茶树不会因茶叶
采摘后枯萎。”一句话，点醒了代国宏……

他还记得，在他和苏思妙的婚礼上，重庆消
防战士专程前来证婚……

慢慢行走，慢慢回想，慢慢前望。
5月 9 日，历经一路风尘的代国宏，抵达位

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他和医护人员
们紧紧相拥，禁不住伸手擦去眼角的泪花。他和
妻子身着橘红色的衣服，仿佛燃烧的火鸟。

“地震虽然让我失去了双腿，但灾难的魔力
也让我长出了坚强的翅膀。当生活的门窗都为
你关上的时候，你也绝不屈服，就算头破血流也
要撞开一道口子，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我是代国
宏，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地震虽然让我失去了双

腿，但灾难的魔力也让我长出了

坚强的翅膀。当生活的门窗都为

你关上的时候，你也绝不屈服，

就算头破血流也要撞开一道口

子，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我是代

国宏，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代代国国宏宏和和妻妻子子苏苏思思妙妙的的婚婚纱纱照照。。（（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新华社记者韩梁

灾难，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与韧性。
从山崩地裂到新城崛起，从满目疮痍到生机盎
然，十年间，劫后重生的汶川迈入崭新时代。中
国力量创造出世界惊叹的奇迹，彰显中华民族
的强大凝聚力，带给世人温暖和启迪。

今日汶川，民居白墙青瓦，校园书声琅琅，
公共服务设施完备；山茶、樱桃、猕猴桃通过电
商网络销往全国乃至全球；精品民宿、生态旅
游把青山绿水变成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前往灾区的中外人士无不赞叹：唯有
中国，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汶川的重生与崛起，彰显了当代中国民族
精神和制度优势。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显得脆弱
渺小。但基于制度优势形成的“再生能力”，常常
迸发出惊人伟力。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危难前
的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也体现在危难后的快速
恢复、高效运转。

制度的优越性，在比较中尤为鲜明。一些西方
媒体评价，“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那样
集中资源和注意力”。一名美国学者感慨，对比汶

川地震和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国的反应
速度、社会动员能力远超美国。实地采访汶川灾后
重建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霍华德·弗伦
奇则感叹，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力让汶川奇迹“以
一种让新奥尔良嫉妒的速度发生”。

从汶川到玉树，从芦山到九寨沟，经历一次次
灾难考验，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救灾速度
更快，重建效率更高，救助模式更加成熟，体系机
制日趋完善……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和深
厚积累，则为创造汶川奇迹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初心与担

当，是创造汶川奇迹的原动力。“始终和人民在
一起”的信念坚守，让党和政府在最短时间内科
学决策、周密组织，实现高效的资源调配；着眼
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理念，与精准扶
贫、绿色发展理念彼此呼应，凝聚起民众的精气
神，使大灾之后重现欣欣向荣。

透过汶川奇迹，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百姓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为人民带来持续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是引领中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汶川灾后救援与重

建，离不开国际社会的鼎力相助。这是展现跨
越国界的大爱，是人类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
例证。作为“地球公民”，中国已把守望相助、风
雨同舟的抗震精神转化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行动力。从国际救援到国际维和，中国以
实际行动为遭受磨难的生命点亮明灯，为世界
和平安宁带来希望。

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以不屈的精神，汇
聚磅礴力量，正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
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阔步前
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

汶川十年 ，世界见证中国力量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前夕，一群叫“震生”的
孩子，在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前，拍下
十岁合影。

十年前，当地震摧毁家园、夺走生灵的时候，
他们出生了。

小生命的到来，本身就充满磨难。医院塌了，
他们有的生在操场上用床单围成的手术室里，有
的生在寺庙里用三张禅凳搭起的产床上。空间狭
小，医生跪着给他们接生；条件简陋，树枝就是输
液架……

小生命睁开眼，山川破碎，满目疮痍。十年
来“震生”经历的，是天翻地覆的人间巨变。名
为“震生”，他们和整个地震灾区命运相连。灾
难必须铭记，逝者应当缅怀，但英雄的人民没

有被悲伤击倒，没有让命运沉沦，而是在党的
领导下以众志成城的团结 、顽强坚韧的精神 、
积极奋发的姿态去医治创伤，奋力前行，取得
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
个胜利。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伴着“震生”们长大的是
灾区的新生——— 震后仅仅 3 年，3000 多所学校竣
工，2000 多万群众重返家园，完成林草植被恢复
400 多万亩，修通城乡道路万余公里。党的十八大
以来，四川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昂首阔步于强
化创新驱动、推动脱贫攻坚、建设生态文明、增强
改革动力的新征程中。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
进步为补偿的。”孩子的眼睛是透明的。他们亲眼

见证了废墟如何变为村庄，裸露的山体如何披
上绿衣。他们的童年在高质量、高速度的建设中
度过，在无数人的奋斗里度过。

“震生”们的十年，是重整山河、再焕生机的
十年。当年的地震灾区，如今已经是四川乃至西
部发展的生力军。我们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砥
砺前行的大坚韧自豪；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万
众一心的大团结自豪；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实
干创新、与时俱进的大勇气自豪！

“震生”十岁，生生不息。未来，他们将从父
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凭着传承自父辈的“有手有
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的豪气，去开创
属于他们和后世的功业。

（记者谢佼）新华社成都 5 月 10 日电

“震生”十岁，生生不息

““无无腿腿蛙蛙王王””代代国国宏宏（（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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