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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京雪

最终，导演焦波决定给自己聚焦汶川孤儿、
拍摄长达 10 年的纪录片定名为《川流不息》。

《川流不息》的主人公，是 6 个四川孩子。
10 年前，他们与其他 600 多个孩子一同，在地
震中失去了父母。

“川”，是指四川、汶川、北川，也是指波涛奔
涌、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

5 月 12 日，该片在腾讯、优酷、爱奇艺同步
上线，并将于央视播出剪辑版。

2008 年到 2009 年，焦波数次赴灾区拍摄
期间，逐渐产生了收几个地震孤儿为徒、教他们
摄影的念头。他发现：“当我拍这些孩子时，他们
总躲着我，充满戒备，但当我把相机给他们，让
他们自己拍，那一刻他们是快乐的。”

就这样，2009 年夏，焦波收了刘明富、廖
岑，以及王晰、王海奕兄妹，何文东、何美君兄妹
为徒，送给每个孩子一台小相机，教他们基础摄
影知识，让他们拍下身边认为值得记录的画面。
这一年，孩子中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 7 岁。

此后，在焦波与 6个孩子的近 10年往来中，
一部记录他们成长历程的纪录片逐渐成形。

“我希望别人接近我是因我本身”

影片对灾难与痛楚的表达是节制的，电影
首映式上，观众们甚至不时发出笑声，但笑过
后，又有许多五味杂陈的思考。

例如，当看到地震过去 8 年后，已是大学生
的廖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成长是什么”，他回
答：“成长就是越大越不怎么开心，以前遇到问
题都是逃避它，现在越堆越多。”

6 个主角中，廖岑小时候最活泼乖巧、讨人
喜爱，因而也成了 10 年来接受报道、参加活动
最多的人。

他坦言早厌倦这类事情，最烦记者跑去学
校采访。从小学到大学，他在每所学校都被采访
过。有时，他会敷衍地回答问题，例如，在戴着牙
套的时候，跟记者说自己的愿望是做牙医，目标
是没蛀牙。

他知道什么样的回答会被传递出去，什么
样的不能。“他们都觉得我说得很好、很开心，但
我现在不想再敷衍了，他们就觉得你变得什么
也不会说。”
事实上，在价值观逐渐成形的 10 年间，6 个

普通的少年都受过“不普通”的关注和对待。
焦波曾比喻，地震过去后，这些突遭巨大灾

难的孩子又突然得到大量关爱，“像冰冷的雪山
上浇了一盆热水”。有时，人们急切的关爱也会
用错方式；有时，人们又太急于看到孩子们表现

出阳光、积极的一面。
何文东记得，初中时，“有时和人吵架，明

明是你的错，对方反而向你道歉，好像觉得你
家这样了，跟你吵架对不起你。”他说自己那
时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我希望别人接近我
是因为我本身，而不是那些遭遇。”

刘明富会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表达情
绪。例如，影片中，有人问他焦波是什么样的
人，他反问：“怎么能轻易给别人评价呢？”而
当被问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没愿望，又在被一
再追问时，愤怒地质问：“必须有愿望吗？”

学习最好、被其他人称作“学霸”的王晰，
只要出现在报道里，就是最正能量的角色。但
这么多年，他几乎不看关于自己的文章和节
目。“人们常是把想象中我们的形象直接写出
来，他们通过一点对话对我们的理解是不完
全的。”

他纳闷 10 年过去，真的还有人想知道他
们的事吗？“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把时间花在
陌生人和遥远的事物上吧。”

“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片结束时，6 个年轻人最大的 22 岁，
最小的 16 岁。一个半小时，观众们眼看着他
们从少年长成青年。变长的头发、窜起的身
高、多出的眼镜……

“6 个孩子 6 条道路。”焦波说，“与同龄
人相比，他们更坚韧、‘抗摔’，遇到什么更能扛
过去，而且，都在尽快去自立。”

地震后，王晰被问长大了想去哪读书，他
说去清华北大。他记得爸爸总说好好学习，上
清华北大，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的名字。

高考时，王晰差 5 分没考上清华，以不错
的成绩考入上海交大，却觉得“没实现说过的
话，显得很差”。

王晰说，他不会跟任何人讲心底的烦恼，
觉得靠自己就都能应付得了，他不再是那个

窝在被子下哭泣的少年，“生活会改变你，我
感觉比起说心灵重建，不如说是你和生活之
间的相互作用，慢慢地，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
改变。”

刘明富初二就不肯再上学。家里和焦波
商量后，15 岁的他离开四川，跑到山东，跟着
焦波拍起纪录片。焦波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北
川”，希望他别忘记家乡。

现在，跟着焦波拍纪录片、并参与了《川
流不息》拍摄的刘明富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
起地震当天的事情和爸爸妈妈姐姐。他还很
想再联系上地震那年一位很照顾自己的志愿
者，那是个叫胡明的大学生，武汉人。

何文东初中毕业读了卫校，学过心理学
的班主任私下让没什么朋友、不愿跟人打交
道的他多去接触班上两个抽烟喝酒的“问题
学生”。他一边纳闷一边接触，有一天，三个男
生边吃饭边聊各自家里的事，聊着聊着，一起
哭了一场。“真的，我发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当你真正去了解一个人，你会了解到更
多东西。”也是在卫校，他重新思考了评价一
个人的标准，认为人们总用学习好不好来评
判一个学生好不好实在太片面。

他曾在初中受人欺凌，“那是个挺好的初
中，没想到好学校里也有那种人。”反而在似乎
聚集着“坏学生”的中专，他却遇到了能互相打气
的朋友，“他们两个人都很好，现在都很上进。”

廖岑通过艺考读了播音主持专科。地震
后这些年，他又送走了爷爷和姥爷。

10 年时间，听起来很长，却还远不足以
消化疼痛、理解灾难，尤其当他们都还只是
20 岁出头的年纪。

“往前走。”不止一个人提到过这三个字，
“逃避无用，往前走。”

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过的想法

2017 年，刘明富在 19 岁拍摄的纪录片

《轮椅上的女孩》获得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最
佳导演奖，想到可能要上台发言，他心里立刻
慌起来，和小时候一样，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
合，但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的想法，“我以后
会拍电影，故事片。”

廖岑说自己这几年越来越重视亲人，“以
前不会这么想，但现在，我想为家人奋斗”。大
学毕业后，他想开个工作室，给人出书。他已
开始找客户、找同伴，“现在就缺个投资人
了”。

在读大三的王晰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
感兴趣。他想过出国留学，但最后决定在国内
读研。“不能只顾自己，要考虑家人和家里的
条件。”

爷爷年纪大了，妹妹王海奕今年中考，小
姑娘和哥哥一样，也是个优等生，性格明朗。

从卫校毕业后，何文东没有立即去做护
士的工作，而是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尝试做
了几份不同工作，直到去年妹妹美君一度病
危，他又跑回四川。

何美君病后一直在修养。她从小喜欢画
画，10 年来一直在画。

“突然听别人说已经 10 年了的时候，我
会很茫然，觉得，哇，我这 10 年干什么了？”何
文东说，“10 年过去，很多事都是自己预想不
到的，但你只能去接受和面对，毕竟不可能停
在那里呀。”

“他们路还早着呢”

焦波是个耐心十足的拍摄者。在用 10 年
时间记录汶川孤儿成长故事之前，他曾用 30
年拍摄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感动过无数人的

《俺爹俺娘》。他擅长“长线作战”，但接触和拍
摄这些孩子，还是时常让他深感不易。

“北川来我这里，才 15 岁，我不是他的监
护人，万一出什么事担不起，心里也害怕。廖
岑爷爷过世前，每天晚上担心地哭，说不放心
这孩子，我打了包票说你放心，他上学、工作
两件大事我一定帮着解决。美君身体不好，后
来病得不成样子，我们到处找关系联系医
院……”

看过《川流不息》后，有人会跟焦波讨论
哪个孩子成功、哪个孩子失败，“我说怎么能
这就说谁成功谁失败呢？他们还这么小，难道
考个学没考上就算失败？参加节目没上台就
是失败？他们路还早着呢，走向社会后，还会
有很多跟头要跌。”

他承认自己也曾看着孩子们着急，心说
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但最终摆脱了这种情
绪。“我在反思，希望社会也反思，我们最初要
去献爱心、伸援手时，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
觉得 99% 的人都不会想，这些孩子将来必须
怎么厉害，怎么报答社会、怎么报答自己吧？
我们最初很单纯，不求回报。”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每个孩子“成功”而不
是“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用言语来表
达感谢和成熟？

“一定要他们说句谢谢、说句我爱你，你
才高兴吗？他们默默地做不行吗？”焦波觉
得，孩子们健康成长本身，就已是对父母的
告慰，对社会的回报，而且，“很多东西，他心
里有。”

《川流不息》：六个汶川孤儿的震后青春
本报记者吴光于、江毅

“贺川，十年了，每次来到
这座空城，身上有一种透彻的
凉意不断侵袭，只能站在无情
巨大的乱石面前。儿子，你走得
太突然了。没有妈妈给你洗衣
煮饭，你会做吗？你现在是个男
子汉了，一定要坚强，要像妈妈
一样照顾好自己。”

5 月 1 2 日清晨 5 点 4 0
分，天色未明，带着写给远在天
堂的儿子贺川的第 30 封信，
50 岁的成兴凤和丈夫骑着摩
托车，再次来到了老北川县城
的茅坝中学遗址。

十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造
成茅坝中学背后的山体垮塌，
贺川和学校数百名师生一起，
被埋在崩塌的山体下。

那一年，他 16 岁。
成兴凤一家原本住在北川

农村，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
学习条件，1997 年，夫妇俩把
贺川转学到了县城。

“妈妈，我要准备考试，明
天不能去给外婆过生日了。你
早上记得把饭给我准备好。”那
是儿子对成兴凤说的最后一句
话。第二天清晨，他穿着新买的
运动鞋，早早地去了学校。

成兴凤夫妇眼里的贺川
心细、懂事，给他放在床头的
零花钱他只拿一半，知道父母
挣钱不易，一心想给家里减轻
负担。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成兴凤在母亲家刚
吃完寿宴，忽然间地动山摇。想到县城读书的一双儿女，她
心急如焚，从村子里走了 11 个小时才到了镇上，道路阻
断，只得绕道江油去绵阳，在九洲体育馆，她没有见到没有
儿子的身影，女儿幸免于难的消息，也仅来自于亲戚从电
视上看到的一个一晃而过的镜头。

可是贺川呢？她跑回北川，找了 7 天，没有任何音讯，直
到班主任告诉她，贺川没有出来。

如果没有那场灾难，贺川今年应该 26 岁了。如今，他沉
睡在崩塌的山体下，成了一个永远的少年。

儿子夜夜出现在她的梦里，她开始给他写信，并做成横
幅挂在茅坝中学的遗址上，上面留着手机号，希望孩子能看
到。

“他或许被救了，只是失去了记忆。”起初她安慰自己，
要接受儿子已经离去是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她甚至想过
去网上寻人。

无论悲喜，时光不能倒转，生活始终向前。
女儿复学后，她和丈夫去了北京，开了一家小饭店。店

招上的“北川”二字吸引了许多好心人。他们的故事让许多
人流泪。小本买卖支撑起了夫妻俩震后最艰难的日子。

2009 年，因牵挂女儿，他们又回到绵阳，开了一家小吃
店。北川虽近在咫尺，他们却不愿踏足。

小店只有 50 多平米，夫妇俩起早贪黑，忙碌了两年。
2011 年，他们终于用攒下的钱在绵阳市安州区买了一套 90
平方米的新房。

常年的劳累加上对儿子的思念，让成兴凤落下了一身
的病，但这个坚强的女人从未放弃过对改变生活的追求。

由于身体原因，夫妇俩无法再经营小吃店，又一起到建
筑工地打工，干抹灰的活。

“地震都能活下来，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为了女儿，我
们得好好活。”

她也试着创业，曾专门去外地考察过养鸡的项目，但没
有成功。“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无所有，然后一次
又一次爬起来。”

每年的 5 月 12 日、贺川生日，以及除夕他们会带着写
给孩子的信回到老县城。

“贺川收，妈妈寄”，一封封信，书写着成兴凤十年不愈
的疼痛。她说，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诉说，只能提笔写给
贺川看。每次提笔都得鼓起勇气，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十年里，她常常想，当年如果没有转学，儿子或许有不
同的人生。即便成绩不好，至少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如今，虽然人海中偶尔出现与儿子身形相似的少年时，
她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她已经慢慢接受了孩子已走远的
事实。

“每次到绝望的时候，就想到还有责任，还有很多事等
我去做。女儿还小，儿子的心愿我要去完成……这就是我活
下去的勇气。”她说。

漫步北川老县城，曾经的茅坝中学只剩下一个旗杆。
废墟静默，倒塌的建筑上长出了青苔，野草盖住大地的伤
口。

傍晚的新北川，巴拿恰广场上人潮涌动。虽然每一个北
川人的内心都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如今他们的脸上更多的
是平和与淡然。

贺川的妹妹贺东梅 21 岁了。贺川走的那年，他比妹妹
大 5 岁，如今，她比长眠地下的哥哥大了 5 岁。

女孩出落得楚楚动人，如今是北川县歌舞团的舞蹈演
员。虽然有很多机会去外地工作，她还是留在了父母身边。

舞蹈曾让饱受地震惊吓的她走出阴影，她说，也希望用
它去疗愈家乡的父老乡亲。

她说哥哥生前喜欢小狗，如今她帮他养了一只，清明节
还带着狗儿去了趟老县城。

新北川距老县城 23 公里，如今商铺林立，道路笔直，绿
树成荫，无论民房、商店还是机关大楼有浓郁的羌族风情。

“刚地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根本没有想到今天还会
变成这样。”成兴凤说。

城市的发展与重生，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2016 年
底，成兴凤抓住商机，在北川县城开了一家膏药店。为此，她
还专门到陕西去学习了技术。

他们的家离北川有 40 公里，她每天骑电瓶车来回奔
波。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住在店里，睡在理疗
床上。

短短一年里，她已经积累了很多回头客，家里的经济状
况也渐渐改善。去年 8 月，他们买了一辆新车，心疼女儿的
成兴凤让孩子开车上下班，自己依旧骑着电瓶车。

成兴凤说，能帮助别人减轻病痛，是一件美好的事。
她的许多顾客也有着与她相似的遭遇。就在她帮人们

治疗身体疼痛的同时，只言片语的倾诉也疗愈着她心灵的
伤口。

“儿子放心吧，妈妈一定会照顾好自己。这十年什么都变
了，妈妈对儿子的心永远都不会变。妈妈永远爱你。我们的心
永远在一起。”

天渐渐亮了，人们带着纸钱和鲜花重返曾经的家园。他
们静默无声，眼含热泪。成兴凤写给儿子的第 30 封信，在晨
风中轻轻地飘。

▲焦波和六徒弟在 2017 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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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在废墟下近 125 小时后，20 岁的蒋雨航被搜救队员从映秀镇都汶公路收费站宿舍的废墟中救出（2008 年 5 月 17 日 17 时 12 分摄）。

▲ 5 月 7 日，蒋雨航在贵州省凯里市的
黔东南消防支队战情保障大队健身房锻炼身
体。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 5 月 7 日，在贵州省凯里市的黔东南
消防支队战情保障大队，蒋雨航与搜救犬四
喜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汶汶川川地地震震幸幸存存者者蒋蒋雨雨航航::

重重生生后后，，我我就就成成了了你你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刚被分

配到汶川县映秀镇公路管理处工作的蒋雨航
被埋在废墟之中。5 月 17 日 17时 12 分，在
被压 125 小时后，蒋雨航被上海消防官兵成
功救出。

“是消防官兵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渴望
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2008 年年底，20 岁的蒋雨航的愿望实
现了，成了那支挽救自己生命的队伍中的一

名武警消防战士。
2009 年 5 月，蒋雨航领到属于自己的橙

色抢险救援服，服役于上海消防特勤支队彭
浦中队。在蒋雨航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上海
一户居民家中发生的火灾：着火的人家在 5
楼，现场群众告诉他“屋里还有孩子”，蒋雨航
第一个冲进火场，顺着孩子的哭声，摸索着将
孩子抱起冲出火场……

2011 年 8 月底，蒋雨航以出色的表现

和优异的成绩进入公安消防部队昆明指
挥学校，并在学校期间光荣入党。之后，他
从一名优秀士兵成长为警官，晋升为上海
消防总队特勤支队彭浦中队副中队长。

今年 3 月底，蒋雨航调动工作，从上海
回到家乡凯里市，成为黔东南消防支队战
情保障大队助理。蒋雨航说：“十年来，我学
到很多。我要用学到的东西回馈给家乡父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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