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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縣蘆陽鎮進城口的大街上，曾聚集了蘆山
、天全、邛崍、內江、雅安、山西、浙江等地的
200餘戶企業，經營四川烏木原材料、烏木根雕工
藝品等。這裡是全國最大的烏木根雕交易市場──
「根雕藝術一條街」，全國90%的烏木根雕都來自

這條街。
蘆山的根雕工藝源遠流長，名人郭沫若曾題詩

讚譽： 「西蜀由來多名工，蘆山僻地競爾雄」。
2012年蘆山根雕業的產值達到10億元，成為全縣的
支柱產業，形成了全國烏木根雕的最大市場。地震
發生前的今年3月，蘆山被正式授予 「中國烏木根
雕藝術之都」的稱號。

20多年聚攏起來的市場活氣，一夜之間被那場
災難突如其來震散了。當記者重新來到這條街，只
見到 「中國烏木根雕藝術節」的紅燈籠還掛在沿街
的燈桿上，路邊的仿古建築多有裂縫，灰色屋瓦碎
落一地。昔日繁華喧鬧的街道上，多數店舖門戶緊
閉，只有少數幾家店面開門。

根雕產業損失逾2億
劉大忠父子經營的大自然烏木館就在這條街上

，是創建最早的一家根雕作坊，迄今已發展成佔地
9600平方米，擁有加工車間12個，店舖200平方米
，固定資產2800萬元，在廠職工86人的根雕廠。地
震中劉大忠的根雕廠損失慘重， 「店舖毀了，加工
車間倒了，許多機具、線路和根雕藝術品也遭破壞
。」作為蘆山縣根雕協會黨委書記的劉大忠，震後
估算了全縣根雕產業的損失， 「至少在2億元以上
，僅大自然烏木館的損失就上千萬。」

劉大忠說，地震後的第一筆生意是一個湖南商
人4月22日打電話買走的一批根雕藝術品，交易額
是4萬元；截止5月17日，震後近一個月的時間，大
自然烏木館的交易額只有不到90萬元。 「地震之前
，一個月的交易額可以達到200萬元。」

由於政府的重建規劃還未出台，劉大忠不敢有
「大動作」，甚至不敢動工拆掉已經毀壞的廠房。

現在只有20多個員工回來上班，做一些簡單打磨和
銷售的工作。從外地新購的兩台生產機械，也暫時
先擺在廠房附近的空地上，慢慢再說。

冀盼能盡快恢復生產
採訪期間，劉大忠的電話不時響起。他說，這

是一些商家預定產品，也有一些志願者要離開蘆山
了，想帶點紀念品。

大自然烏木館享譽良久，有老客戶定期光臨，
還能支撐一段時間，但對於 「根雕一條街」上其他
從事根雕產業的小商戶來說，所受到的打擊已足以
致命。

劉大忠告訴記者，那些小商家都是 「前店後坊
」的經營模式，如今 「沒有地方生產，沒有地方擺
放原材料，也沒有地方賣根雕，很多小企業都要面
臨破產了。」

劉大忠聚集根雕協會的會員，想商量出一個可
以幫得到同業的方案。例如，政府可以在 「根雕一
條街」旁邊的田壩上專門開闢一塊地，作為根雕廠
家恢復生產經營的臨時之地，以平常同樣的租金租
給廠家，等重建規劃出台後再慢慢撤離。 「這樣至
少可以將廠家的損失降到最低，並以最快的速度恢
復生產。」

但是劉大忠沒把這個建議報上去，有位領導勸
他不要慌。

然而，一些等不及的當地廠家已經開始將企業
轉移到天全、滎經和成都溫江等地。 「現在大家心
裡都沒底，不知道重建規劃是什麼樣，又無法生產
經營，所以才會有人轉移。」劉大忠無奈地說。

雅安市委常委、總工會主席徐其斌表示，目前
政府的工作重點是過渡安置居民，產業規劃還未出
來，現在不鼓勵老百姓和商家自己規劃，但鼓勵企
業能夠先進行自救。

安居與樂業一併規劃
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四

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院執行院
長顧林生表示，地震後一周，國家住建部統籌北京
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便已開始 「一桿插到底
」的重建規劃，從總體規劃到鄉鎮規劃，預計6月
中旬完成。

顧林生認為，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的一個教訓是
，很多災區民眾只得到了 「安居」，但未能 「樂業
」。 「房屋修得很漂亮，但老百姓找不到活幹。現
在或許應該提出 『樂業安居』，農村重建要將安全
的農居建設與農村庭院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在重建
過程中培養社區或村莊 『領頭人』，將外來資源和
當地資源結合起來，在重視硬件恢復的同時把人的
培養、經濟發展同時重視起來，使一個新村實現 「
開放性的循環經濟」。

顧林生建議，在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中 「畢業
」的汶川、北川、都江堰、什邡等地，用其成功的
重建經驗幫助蘆山震區重建，形成災後重建和防災
減災理念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汶川等地還能在幫
助蘆山重建的過程中總結反思，形成更好的理念和
經驗， 「精神和經驗的傳承，這是非常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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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滿月 路漫漫
在 「4．20」 蘆山地震滿月之際，中

共四川省委十屆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
關於推進蘆山地震災區科學重建跨越發
展加快建設幸福美麗新家園的決定》。
全會要求，抗震救災工作轉入過渡安置
和恢復重建階段，要通過3年努力，基本
完成重建規劃任務，使災區經濟社會發
展超過震前水平。雅安市據此提出了力
爭 「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體跨越、七
年同步小康」 的重建目標。但對於災區
民眾而言，重建之路還很遙遠而漫長。

本報記者向芸、甘球

曾做過中學教師、小學校長
的劉大忠今年70歲了，這位退休
後幫兒子一起經營烏木館的老人
從2004年開始記日記。蘆山地震
發生後，劉大忠依然沒有中斷這
個習慣，將地震後的每一天都摘
錄在案。

在當時的慌亂中，劉大忠找
不到自己的日記本，只能隨手找
了個薄薄的軟抄本，封二還寫有
烏木館商家的名字和電話。第一
頁最上面的空白處，劉大忠寫下
了 「見證 『4．20』蘆山大地震
」幾個字，到5月17日，筆記本
已經密密麻麻地寫了16頁。

地震當天的事，劉大忠記得
最詳細，足有一頁多紙，是這將
近一個月的日記中所佔篇幅最
多的一天。 「2013年4月20日上
午8：00，我和黎智在十字街老
家客廳，準備打開電視機看電視
。8：02時，電視剛打開，突然
聽到轟隆的巨響，房屋搖晃，牆
壁破裂，猶如山崩地裂。我和黎
智便衝出客廳，直奔老木房，心

驚肉跳。跑到十字口，只見街上站滿了人，有
的大哭大叫呼天喚地，有的頭部鮮血直流，有
的腿斷手斷……慘不忍睹。8：15，我到廠房之
後，（發現）一片狼藉，門市展廳內，作品被
玻璃扎壞，展廳後牆倒塌，值班室圍牆倒塌，
住宿樓樓牆壁斷裂……」

從地震當天起，劉大忠就帶着家人給災民
和救援人員煮粥做飯，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由於在當地做根雕已經小有名氣，劉大忠
的大自然烏木館成為許多救援人員接洽碰頭的
地方，同時也成為媒體競相採訪拍攝的地方
。地震後第三天，他記載了： 「上午7：00起床
，9：00左右又接受新聞媒體採訪，之後熬稀飯
送到廣場給災民吃。中午，國土資源部汪副部
長、省國土資源廳徐副廳長等到我廠匯總災情
，看繪製的圖表。中央一台記者張泉靈對現場
進行拍攝……當天做飯4頓，接待70多人。」

劉大忠的兒子劉恆毅從4月20日開始，除吃
飯之外都在外面奔忙，頭兩天給志願者、記者
、援助單位帶路，之後就開車帶人在老縣城打
掃清潔衛生。4月26日這天中午，劉恆毅回到家
，倒頭就睡着了。家人看了很心疼，他卻說：
「大難不死，就是福。現在對社會、對人民做

點事，心裡舒服，也是對人民的回報。」劉大
忠晚上在日記裡感慨到： 「的確，要對人民做
點事，才會得到社會的尊重。」

一直忙着應急救災，劉大忠一家沒顧得上
自家的生意，直到5月7日大自然烏木館的工廠
才恢復通電，那一天劉大忠很高興，在日記裡
寫道 「通電了就意味着工廠可以慢慢恢復生產
了」。

地震之後，重建路漫漫。劉大忠想先蓋一
個簡易廠房，讓員工可以在裡面安心生產。這
一願望終於在5月14日得以實現。那天上午，烏
木館有4個人在吊架樑，2人在推磚塊，準備搭
建廠房。劉大忠這樣描述廠房的樣貌： 「砌磚

塊，中間放木頭架樑，上面蓋鐵皮（加
防護泡沫），周圍砌一米高
的圍牆，保證安全」。

記者在5月17日見到這本
日記本，那天他剛剛添寫了
一句話： 「蘆山4．20強烈地
震抗震救災工作基本結束，現
已到過渡安置階段。」劉大忠
說，他還會繼續這樣記錄下去
，不能把這段記憶忘卻，等以
後拿出來看，會從中學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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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帽子的楊紅梅坐在自家帳篷裡的床上，懷
中抱着已經睡熟的女兒楊俊逸，這個出生在勞動節
的小傢伙現在剛剛二十天。楊俊逸的爸爸楊超在旁
邊心疼地看着女兒， 「這幾天天氣特別怪，前兩天
下很大的雨，現在又出太陽，又熱又潮濕，孩子身
上都是痱子。」

楊紅梅家在蘆陽鎮西江村，抬眼就能望見蘆山
縣城的高樓大廈。楊紅梅現在已想不起地震那天自
己到底是怎麼跑出來的， 「當時也沒顧肚子裡有孩
子，就拚命往外跑。」

一家六口跑到院子裡，還想往外跑時，院子前
牆突然塌了。楊超說，當時四周都在垮塌，磚塊像

下雨一樣從三樓掉下來，嚇得大家都不敢動了。一
切都安穩下來之後，全家人才跑到屋後空曠的油菜
田裡。那天下午，楊超和父親砍了一些竹子，蓋起
一間窩棚，因為不敢回家拿被子，一家人就在棚子
裡坐了一個晚上， 「村裡的每戶人家都是如此。」

地震後第三天，救援帳篷入村了，11個人可以
領取一頂帳篷。考慮到家中有孕婦，大家讓楊超單
獨領了一頂帳篷。救援物資也在那一天開始發放了
，每個人每天1斤米，10塊錢，按戶口人數，每人
先一次性發了100元錢和10斤米，後來中國紅十字
會也在村裡給每人發了30斤米。

楊紅梅的預產期原是5月5日，可地震時受了驚

嚇，又沒休息好，她開始感到不舒服。4月25日，
楊超陪她到蘆山縣人民醫院檢查，由於沒有條件接
生，他們只能轉到雅安市人民醫院。

5月1日，楊俊逸提前出生了，給這個家庭帶來
了一絲喜慶的氣氛，卻也讓家裡變得更加困難。楊
超說，地震後幾天蘆山縣城有企業免費發放奶粉，
三歲以下的孩子都可以領取，當時妻子還沒分娩，
他們也沒去領取，如今需要時已經沒人發放了。現
在楊俊逸喝的奶粉、用的尿布和痱子粉，都是當時
從雅安帶回來的。 「沒辦法，孩子在這個時候出生
，不能讓她受委屈。」

如今，這個家庭和村裡的其他家庭一樣，一邊
慢慢恢復正常生活，一邊等着政府的重建政策。地
震前，楊超打過很多份工，做過司機、銷售。地震
後，他一直在照顧新分娩的妻子。 「等孩子滿月後
，我就可以出去賺錢養家了。」

帳篷裡的新生命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
所派出心理援助專家和
專業心理援助志願者，
對蘆山縣上千名受災群
眾進行心理援助和輔導
，振奮他們重建的信心
。圖為孩子們在和心理
援助志願者老師做心理
遊戲 新華社

▲蘆山地震發生後已近滿月，受災群眾正努
力恢復曾經的生活，震區走上重建的軌道。
圖為蘆山縣龍門鄉紅星村大集，地震廢墟旁
響起熟悉的叫賣聲 新華社

▲震區生活建立起新的秩序 本報攝

▲劉大忠盼望他的根
雕廠能早日恢復生產

▼劉大忠把地震中的
切身感受寫進這本日
記中

本報攝

▲楊紅梅抱着
震災後新生的
女兒，感覺就
像抱着新生的
希望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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