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智：

感謝生命
的美意
無腿舞者激勵心靈的勇氣之書

廖智◎著



喜歡坐在自家門欄前高歌

從小熱愛奔跑著“行走”

希望成為優秀的舞蹈老師

生活在平凡的小鎮上

剛剛成為一個孩子的媽媽

大地震一夜間改寫命運

埋在廢墟裡26個小時

失去女兒

失去雙腿

失去婚姻

⋯⋯

如果一個人一瞬間失去一切，還能靠甚麼撐過明天？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聖經·創世紀1：3》

無論環境讓我的眼睛看到的是怎樣的暗夜無光、狂風暴雨，我的心都只單

單仰望神的光明。







23歲

截肢兩個月

嚥下傷痛，紮著繃帶，穿上假肢

為重返舞台而咬牙苦練

生命並非因為悲傷才有意義

若上帝定意要藉患難錘煉一個人的生命

我選擇笑著迎接這個使命

在一無所有的境地

我唯一還能做的，就是跳舞

站不起來，就跪起來

綻放《鼓舞》─沒有腿，跪也要跪出人的尊貴

相信，沒有一種生命不是造物主的光榮





大地震五年後，雅安強震

第一時間參與救援

苦難不是活下去的理由

哪怕只能做很小的一件事，也可以做到最好

突然被人們稱為“最美志願者”

生命沒有最美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熱愛每一天

這，就是對那恩賜生命的造物主最忠心的回應





收拾行囊重新出發

《舞出我人生》就是生活的舞台

不做舞台上的提綫木偶

不做舞台上的催淚彈

不做不忠誠於內心的任何事

不假意討好人或命運

只選擇對創造自己的上帝忠心

上帝居住於我的良心

感恩生命的美意

如果一切重來，我不祈求任何改變

世事沒有偶然，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獻 給 永 不 放 棄 的 你





五年前的你：

當我努力回想五年前的你，好像與現在的我，也沒有甚麼不同。現在還常

常有人會問我：你有23歲嗎？這時候我就會暗自竊喜，並不經意地想起你。

看來時光增長了年歲的數字，卻很溫柔地沒有在我的臉上留下過多印記，不知

道是否因為這些年心靈一直在做減法，所以也悄悄減去了歲月帶來的痕跡。然

而，總歸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的，比如，你擁有一雙苗條、美麗的腿。

那時候，站在舞蹈房裡，陽光灑下，你盡情旋轉、跳躍。看著汗水順著靈

活的雙腿滴落在地，你無數次為之感到驕傲—彷彿這是造物主對你格外疼愛

的標記，讓你像個精靈，在音樂的節奏中盡情地綻放美麗。跟你學跳舞的小朋

友們總愛圍著你，嘰嘰喳喳地爭論你更喜歡他們當中的哪一個，你的美麗好像

讓孩子們覺得被你格外寵愛就是值得驕傲的事。

那是2004年的秋天。那時的你，青春年少，有大把的時光可以揮霍。

畢業後，你回到了老家，綿竹市漢旺鎮。在2008年之前，這是個景色秀麗

的大城鎮，距離汶川地震震中直綫距離約30公里。

與所有情竇初開的少女一樣，你渴望愛情，期待白馬王子的出現。2006年

冬天，半夜兩點，一個追求你許久的男人，站在樓下等了你將近一個小時，只

為讓你吃上一口包子。你感動得一塌糊塗，連婚禮都沒辦，也沒有來得及穿上

所有女孩子夢寐以求的潔白婚紗，就嫁給了他。

當然，現在我只能稱呼他為“前夫”。

一年後，你們的小寶寶—蟲蟲誕生了。

家庭富足，工作穩定。所謂幸福生活，大致如此吧。

序言  感謝五年前的自己



然而，災難突如其來。2008年5月12日的那個下午，一陣劇烈的晃動之

後，你和女兒、婆婆抱在一起，落入黑暗中。

婆婆就在身邊不遠處。“說話，不要睡！”你反覆對婆婆說。可是，婆婆

的話越來越少，她還是睡著了⋯⋯

你探出手，四處都是粗糙和堅硬。突然，你的指尖在身下的空隙裡觸到

一片柔軟，那是女兒滾圓的小胳膊。你摸著那一片冰涼的柔軟，閉上雙眼，頭

腦一陣昏暗。回過神來，你開始唱歌，唱《鈴兒響叮噹》，唱《種太陽》，唱

《豬小弟》⋯⋯把記憶中那些蟲蟲一聽到就會嘻嘻哈哈笑個不停的兒歌都唱給

她聽。一遍又一遍。你使勁搖她，她還不會說話，可她為甚麼不哭？

你聽到爸爸在外面撕心裂肺地呼喊，聽見救援隊施救的嘈雜聲。但一天過

去了，你仍然躺在黑暗裡。家毀了，女兒沒了，你害怕、無助、不解、絕望，

不肯再回答家人的呼喊。

慶幸的是，26個小時後，你被救了出來。在送到醫院的第一時間，你親手

簽下了截肢手術的同意書，無論殘缺還是完美，活著比甚麼都要緊。



截肢住院期間，一個志願者組織聽說你是舞蹈老師，專門為你編排了一支

振奮人心的舞蹈—《鼓舞》。你用膝蓋跪在床上，用力練習舞蹈動作。醫生

擔心不利於傷口癒合，怕你疼。可你說：“腿沒有了，痛一下不好嗎？”

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柔弱才會爬上眼眶。你又痛又累，真想驕縱自己一

把，不想疼倒在重新開始搭建人生的途中，可是一想起辛勞的父母，你的拳頭

就攥了起來，你對自己說：“不能再拖累爸媽了。”在那一刻你發現，災難只

能改變人的生活軌跡，卻不能改變人的命運，而愛，卻能夠推動人靠近奇跡。

《鼓舞》讓你一舞成名，媒體紛紛前來采訪。你又裝上假肢，像一名舞蹈的

初學者，踉踉蹌蹌地從醫院裡走出來。你用假肢先學會了舞蹈，然後才是走路。

2009年的除夕，一紙離婚協議書擺在你面前，你又一次提筆簽下自己的名

字，並不比簽手術協議書輕鬆。當年的海誓山盟，終於走向了分離。

“雙腿截肢，女兒沒了，愛人也走了，怨恨嗎？”有朋友這樣問。“沒

甚麼好埋怨的，如果這是上帝的安排，我就閉口不語。”你說。你的平靜令朋

友震驚，但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全心全意的信靠上帝，雖然生命中還有許多不

解，但始終相信─既然是上帝允許，所發生的事就沒有壞事。

你帶著對上帝旨意的好奇，堅定的行走在新生之中。

2009年初，你從北京乘飛機回重慶。在候機廳，一個外國男人把臉藏在報

紙裡偷瞟你，似乎對你如此年輕就坐上輪椅感到很好奇。你突發奇想，一屁股

坐在人家旁邊，趁對方不留意，從大大的裙襬裡猛然拔下假肢扛在肩上。看著

對方嚇紅了的臉龐，你卻在“咯咯”的笑聲中慶賀自己成功完成了一次促進中

外交流的惡作劇。

為了能養活自己，從2009年開始，你找了十幾個殘疾人，組建了殘疾人藝

術團，四處演出。雖然時常入不敷出，但你總是說，前途光明。

五年了，原本單純的你，何時變成了成熟的我？

我找不到那個時間節點，但我看得到，一路走來，你從隱忍落淚，到抿緊

嘴角；從黯然神傷，到坦然微笑。你悄然走遠，換作我站在人生的舞台之上。

過去的幾年裡，從完全不了解公益事業，到結識一批又一批志願者，參與



一項又一項的公益活動，我漸漸對公益事業產生強烈興趣，一直想組建一個志

願者交流平台。

“4．20”雅安地震，我第一時間奔赴蘆山。五年前，我是一名地震災區的

受助者，五年後，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綿薄之力，為雅安的鄉親做點事情—

既是感恩，也是成長。

儘管不少人質疑我沒有雙腿是否真的可以作為志願者的一員，但是我深深

知道幫助的本質—不是能不能做，而是願不願意做。只要願意，愛心就沒有

限制。我的雙腿在整個救援過程中並沒有成為同行隊員顧慮和關注的問題，因

為平常我的運動量就超過一般人，身邊的親戚好友也經常會遺忘我與大家有甚

麼不同之處。所以，擁有一顆健全的心，就不會認為自己的行為弱於別人。

一名大學生志願者臨時加入我們的團隊，負責發放食物。我叮囑他：“在

發放乾糧之前，要先問別人一句，需要水嗎？”給受助者真正需要的東西，尊

重他們的需求，傾聽他們的聲音—志願者當然不應只擁有愛心，還要善於思

考和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問題。

從自身經歷，我知道，哪怕一句話不說，只要真誠地幫助有需要的人，他

們就能夠感受到溫暖和希望。

今年年初，一家公司邀我去做演講，我演講的主題是“活著就要感謝”，

感謝所有這一路陪伴在我們身邊的人，同時也感謝從前的那個你。

感謝五年前的你，雖然錯過、痛過、彷徨過、掙扎過，但是不管怎樣—

這一切苦難，你承受了，並且承受住了。

感謝你。

是那時的你，成就了現在的我。

現在的我

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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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廢墟求生，挺住就是一切

家沒有了，女兒不在了，婆婆也不在了⋯⋯

那時候我就想，還掙扎甚麼呢？

沒有希望了，不用救了，也不想活著出去了。

過了很久，突然聽到廢墟外面有人在吼我爸。

餘震很強烈，我爸不肯走，好像摔倒了，吼他的人命令他立即離開。

我爸小聲地堅持著，底氣不足的樣子，卻一直說：

你們不救她出來，我是不會走的⋯⋯

我們廖智是不會死的⋯⋯

那一瞬間，我整個心，擰成了一團，眼淚嘩啦就流下來了。



1 汶川地震，災難發生在一瞬間

我曾經偷偷問過自己，倘若時光能夠倒流，

倘若我還有選擇，我的人生，會有不同嗎？

可惜，這個問題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2008年的初夏，我所生活的家鄉綿竹市漢

旺鎮，除了連續幾天的悶熱天氣，一切都似乎平

靜如常。街上時不時傳來不知道哪家的孩子的

大笑和叫嚷。蟲蟲，我的女兒，那時候還不到一

週歲，和她的奶奶待在一起，時不時被逗得笑

個不停。吃完午飯，我收拾完桌子，也加入她們

的嬉戲。

誰也不知道，一場即將吞噬我們所有人的

巨變正在醞釀。

災難突如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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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房子只是搖了兩下，我還以為是自己的幻覺。可接著，房子就晃

動得更厲害了。婆婆的眼裡都是驚恐，她第一個喊出聲來，說地震了，快去開

門！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我下意識地衝到門口，卻怎麼都拉不開門。再下一

秒，半棟樓就忽然在我面前垮掉了。我站在自己的家裡，剎那就看到了天空。

那是一個很難形容的畫面。

整幢樓本來一共有七層，上面還有半層的樓頂，我們家在三層，而我就站

在坍塌的邊緣。我眼睜睜地看著房子在我面前塌下去，就像是一個醒不過來的

噩夢。一剎那，一半的樓就沒了。我甚至能看到塌落的房子裡還有人，我甚至還

記得她穿的衣服的顏色，可那麼一瞬間，甚麼都沒有了。

腳底下成了深淵。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我的嗓子裡湧上無限恐懼，張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我回過頭，婆婆抱著

蟲蟲站在那裡，她看上去快要摔倒的樣子，其實我也已經站不穩了。兩個人的

眼睛都看著我，一個老人，一個孩子，我是她們唯一可以指望和信任的人了。我

撲過去，啞著嗓子喊，讓她們蹲下。婆婆抱著蟲蟲，我抱著她們倆，我們仨緊緊

地抱在一起，渾身發抖，閉著眼睛，不敢睜開。

“轟—”

特別快，特別響。就像是世界在你耳邊毀滅的聲音。

我感覺到腳底一空，本能地喊了一聲蟲蟲，但也只發出了那麼一聲聲

響。灰塵和泥土劈頭砸過來，堵住了我的眼睛，也塞住了我的嘴巴、鼻孔和耳

朵⋯⋯炸雷般的聲音一直在耳邊轟響，我根本說不出一句話，只是感覺整個人

像是墮入了看不見的深淵，一直在晃，在晃⋯⋯

過了很久，我終於能睜開眼睛的時候，看到的，還是一片漆黑。

鼻子裡竄進來很大一股子酒味，大概是家裡的酒瓶在某個地方碎了。我想

動一下身體，卻感到一陣鑽心的疼，右腿的腳底板被甚麼東西刺穿了，一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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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腿肚子裡面。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護在懷裡的婆婆和蟲蟲都不見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家的整個地板都翻轉了過來，豎在了我的側面，和橫

在頭頂的預製板一起，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空間。我還活著，就是因為整個上

半身都在這個空間裡。我的腿被斷裂的地板壓在某處，無法動彈。婆婆的位置

在我的身前，她的腿也被壓住了。那蟲蟲呢？

我清醒過來的那一剎，就伸手去摸我的蟲蟲。

婆婆說你別動，別動，你一動，我這裡就特別難受。

可蟲蟲在哪裡？她怎麼樣啊？

婆婆虛弱地說，蟲蟲啊，她在我懷裡，她睡著了。

這不可能，她怎麼睡得著？蟲蟲她明明是被保護在最下面的，應該是最安

全的，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她是被壓住了嗎⋯⋯

婆婆只是說，我不知道，我看不見⋯⋯

我再也問不下去了。

2 女兒沒了，撐不下去了

黑暗中，我們倆很久都沒有說話。

不知過了多久，外面漸漸傳來了聲音。我先聽見了我爸爸的聲音，又聽見了

街坊鄰居們的聲音。有了聲音就好像有了光，外面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讓我開始

變得很亢奮。我開始扯著嗓子大喊，我們在這裡，在這裡！

他們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但救援依然進展緩慢。因為廢墟裡還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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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疊疊，呻吟聲陸陸續續傳來。我們的聲音如此微弱。

我也聽到了我前夫的聲音，當然，那時候他還不是前夫。他在外面喊我們

的名字，問女兒怎麼樣了。婆婆說蟲蟲睡著了，他哭，他不信。我不許他再問下

去了。我其實已經很清楚了，但我不願意去想，就好像沒有聽到答案之前，事情

就不會變壞，我就可以假裝自己不難過。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我聽到他求

救援的人救我們出來，然後他就走了。只剩下我爸爸還在外面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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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出去，很想出去。我要離開這個地方，立刻，馬上。

我和婆婆想靠自己往外爬，可是我們的腿都被壓得太緊，就算咬牙一起扯

也扯不出來。我們一直求救，但救援的人來了一批又一批，我們依然被壓在那

裡。他們說，我們上面也有人，旁邊也有人，那些人都還沒被救出來，我們被壓

在正中間的根本沒法救。

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

困在無邊的黑暗之中，聽著四周的呻吟聲漸漸變得微不可聞，我們的心也

跟著一寸一寸地暗下去。大概過了十個多小時，一直緊貼著我的婆婆忽然開始

打起了嗝兒。我覺得不對勁，心裡很慌，不停地跟她說話。可婆婆除了打嗝兒，

甚麼話也說不出來。忽然間，打嗝兒聲停止了。甚麼聲音都沒了。

我伸手湊近她的鼻子，沒有呼吸。我整個人愣在那裡，不敢相信她居然就

這麼去了。彷彿前一秒，她還在我身邊激烈地大聲呼救，可瞬間就只剩下我一

個人了。我怔了一會兒，下意識地探出手去找蟲蟲。四處都是粗糙的沙礫和堅硬

的水泥，忽然間，我的指尖在空隙裡觸到一片柔軟，那是蟲蟲滾圓的小胳膊。

雖然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可摸到蟲蟲之前，我還是抱著自欺欺人的可笑

幻想，僥倖地想著她可能還在，或許真的只是睡著了。可是那一刻，我抓到蟲蟲

那軟軟的小小的身體的那一刻，我再也沒有任何餘地可以欺騙自己了，我的心

一下子就涼透了。

我忽然笑了。

我說沒事，沒事，蟲蟲不怕，奶奶都去陪你了，媽媽很快也會來，我們祖孫

三個，一個都不少，沒有甚麼好遺憾的，不遺憾⋯⋯我就那麼自言自語地在那

兒跟蟲蟲說話，心中死一般的平靜。

從那一刻起，我沒有再呼救，我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我聽到我爸爸在

外面一直在吼，一直在吼，我不理他。我聽見他在外面喊了好幾次，廖智你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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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一會兒又喊我婆婆，張阿姨你還在不在，你們怎麼沒聲音了⋯⋯我爸爸

一直喊，一直喊，可我沒有理他。

我想，還掙扎甚麼呢？不要救了，不用再救了，救了也沒有用，女兒都不在

了，我不想活著出去了。那一刻，我真的覺得，沒希望了。

就這樣，我一言不發。沉默了一個多小時，餘震來了。外面很多人在勸我爸

走，我聽得很清楚。他們說你快走吧，你的女兒肯定已經不在了，你要是想見

她，就等外面的人來了，用推土機把這裡推開，你就見到她了。我爸說怎麼能用

推土機呢，我女兒還在裡面，你們要想辦法救她出來啊。人家又勸他，你女兒

肯定不在了，不然不會這麼久一點聲音都沒有，你趕緊走吧，餘震太危險了。我

爸就堅持說，我女兒肯定沒有死，她只是累了，睡著了，她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真的好累。這些話都沒有辦法打動我死去的心了。我拉著蟲蟲的手，一

句話也不想說。我想，睡吧，睡著了，一切就結束了。就這樣結束吧。黑暗中，餘

震果然兇猛地來了。我清晰地感覺到壓在上面的預製板往下沉了一沉，我閉上

眼，心想，來吧，時候到了。

3 為了父親，賭一把

就在那一刻，外面忽然罵起來了。

我聽見有個聲音粗暴地吼著：“你這個老人，怎麼這麼固執啊！你不知道

這上面很危險啊？快下去，快下去！你再待在這裡，待會兒我們還得來救你！”

我爸小聲地堅持著：“我不走，我們廖智還在裡面⋯⋯你們不救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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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會走的⋯⋯我們廖智是不會死的⋯⋯”

我聽得出來，吼他的人吼得太大聲了，他一定是被嚇到了，聲音很輕，一副

底氣不足的樣子。很明顯，在剛剛的餘震裡，他摔倒了，我不知道他摔傷了哪裡，

救援的人也急了，就命令他離開。他卻一直小聲地堅持著，說甚麼都不肯走。

那一瞬間，我整個心，擰成了一團，眼淚嘩啦就流下來了。

我哭得稀裡嘩啦的，大聲喊：“爸，我在呢，你快點下去吧！不要站在外面

了！”

我爸的聲音突然就變得很急很激動，他說廖智，你怎麼不回答我，叫了你

這麼久，你怎麼都不回答我，我說我剛剛睡著了，我爸就說你不能睡，這個時候

千萬不能睡啊！我聽得很明白，剛剛那一個多小時裡，他自己也覺得我可能已

經死了，但就是不願意相信。他聽見我聲音的那一刻，他好激動，激動得連說

話的聲音都是飄著的了。我說，爸，你放心，我沒事，我一定不會死的！

就這樣，地震發生這麼久之後，我在漆黑的廢墟底下，終於哭了出來。

之前經歷這麼多事，我的眼睛一直是乾的。婆婆的死、蟲蟲的死，都像是

一場無邊的噩夢，我的心裡像是死了一樣的寂靜，就是哭不出來。可是，這一

刻，我哭崩了。我覺得命運真的是對我太殘酷了，蟲蟲的死給我太大的打擊，

我曾以為死了會比活著更好，可我爸還在外面，我媽還在外地沒回來，我要是

就這麼死了，家裡就我一個女兒，他們以後該怎麼辦？

老天爺啊，求求你，讓我活著出去吧！我不能就這麼死了，我還沒有來得及

出去跟我爸說一聲謝謝⋯⋯如果有幸能夠活下去，我一定會用全部的生命來回

報上天賜予的新生命⋯⋯

重新燃起了生的念頭，時間就變得更加難熬了。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我才會得救，幾個小時後？還是需要一天？兩天？三 

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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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變得理智起來，心裡是前所未有的冷靜。我仔細地觀察了自己的處

境，盤算著怎麼儲存精力和體力，因為很有可能會在這裡待很久。然後，我把

我四周的情況一一告訴了外面的救援隊伍，我說，現在這麼挖是挖不出來的，

你們需要的，是吊車。

吊車來了。

司機吊走了壓在最上面的幾塊預製板之後，卻不敢繼續了。經歷了地震，

這些預製板都變得很脆，很有可能吊到半空中就會碎裂，砸下來。我爸把這些

情況都告訴了我，我說，那就賭一把吧，繼續吊，要是出事了，我自己來負責。

那是生死攸關的一刻。我雖然不在外面，但後來聽我爸說，當時所有的人

都死死地盯著吊車的吊臂，一個人都不敢大聲呼吸。因為萬一半途預製板墜下

來，我直接就沒命了。第一塊板子慢慢被吊高，剛剛移到一旁，嘩啦一聲就裂開

了。可這只是第一塊，還有第二塊，還是要賭命！

我爸當時有多緊張我不知道，我只聽到又是嘩啦一聲，特別刺耳，第二塊

板子也是在移開沒多遠的時候就碎裂了，如果砸在我頭上，我就死定了。兩塊

板子一吊走，我覺得鬆了一大口氣。

我的命真的是撿回來的，是上天額外賜予的。

到了這時候，我上面的廢墟裡的那些人，都已經走了，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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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鑿開了一個洞，有戲！

這個時候，已經是地震發生後的第

二天了。

最初的救援沒有用吊車，是因為我

上面的廢墟裡還有人。漸漸地，其他人都

沒了，吊車才一層一層地把廢墟挖開，我

才有了得救的希望。眼看還剩下兩三層

預製板了，吊車卻不能再繼續用了，因為

那幾層板子早已經碎開，再往下挖就要

靠人工打洞了。

救援隊從我前方大概一兩米遠的地

方開始打洞，那個地方比較薄，但能打出

來的空間還是很狹窄，他們怎麼都鑽不

進來。最後，來了一個個子很小的男生，

他不是士兵，就是來幫忙的一個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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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他瘦瘦的，拿了一個手電筒鑽進來，用手電筒的光照到了我的臉。

我當時真的好激動，在這裡待了這麼久，終於看見外面的人了！我抓住他

的手，捨不得他出去，只想讓他留下來陪我。他說沒事的，我就是來救你出去

的。他帶了一堆工具，可是，鐵鍬之類的工具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都用不了，於是

他就掏出一個鐵鑿子，在我頭頂附近一點點地敲。

敲來敲去，成效不大。我說那就從左腿的方向打洞吧，先把壓著的腳給挖

出來。因為我是斜在他面前的，他進不來，我就接過他的鑿子來敲。就這樣，

我先一小塊一小塊地把面前的這些東西敲走，等他可以往裡面爬一點點的時

候，我們倆就輪換著鑿。我當時覺得希望很渺小，用這麼小的一個鑿子，這麼

一點點地敲，要敲到猴年馬月啊！

好在外面也有人配合著往裡鑿，我們兩邊一起努力，一個小時以後，終於

破了一個洞，我終於看見外面的天色了。天已經亮了。

在我們的敲鑿之下，我的左腿總算被挪出來了，但右腿還是插在裡面，怎

麼都弄不出來。

於是我就找他們要刀。

他們嚇了一跳，以為我想自殺。我說到了這個時候了，我怎麼會自殺，我一

定要活著出去，可是腿被壓得太緊了，我想把被壓住的那段給切掉，再爬出來。

我爸真跑去借刀子和麻藥，醫生當然不肯借，要這麼切下來，我肯定會大出

血，只會死得更快。

那能怎麼辦？我忍著痛，強迫自己冷靜地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時候的痛，其實已經不再是腿被壓住的痛了。被壓的時間久了，我的整

條腿也就麻木了，痛的是腿裡的韌帶。我被埋在廢墟裡的時候，兩條腿是分開

的，左腿在上面，右腿在下面，就好像玩具一樣被拉成特別扭曲的姿勢，整個

韌帶被拉抻在那裡，那是真的痛，那種痛才是徹心徹骨的。痛到甚麼地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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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忍住痛，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裡咬住，韌帶最痛的時候，我咬得滿嘴都是

血，血一直在流，我都感覺不到手的痛。那是一種軟綿綿的痛，一直拉扯著神

經，外面的人稍微動一下，我就痛得受不了。

後來我想，上天讓我活下來真的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學過舞蹈，如果

我沒有練過韌帶，那種痛我根本承受不下來。我那時候才覺得，人真的是可以

痛死掉的。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來。

5 生生拽出來的幸存者

救援的過程中，餘震又來了。所有人都往外跑，等到震得不那麼強烈了，又

都馬上跑回來。之前鑽進來救我的那個男孩子，他一上來就哭了，他說你一定

不能死在裡面，我們救了你這麼久，你一定要活著出來。

可我右腿的情況太複雜了，它埋得太深，根本就沒那麼容易鑿出來。那個

時候，誰也不知道還會有多少次餘震，因為挖出的空間不穩固，我還陷在裡

頭，任何一次餘震都有可能要了我的命。

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當機立斷。救援的人跟我商量，讓我塞個東西在嘴

裡咬著，然後把我的右腿硬拽出來。我沒有任何意見，也不想考慮別的方案了，

就這麼做吧。

他們往我嘴裡塞了一團衣服，然後就拉住我的膝蓋，一邊數一二三，一邊

狠勁兒往外扯，“砰”的一聲，我的右腿就給扯出來了。說實話，我之前已經想

像過這會很痛苦，但那一刻真正的疼痛，我完全是措手不及—一個人右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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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的肌肉全部被拉掉有多疼？我整個人被拔出來的那一瞬間，我嘴裡咬的衣服

都快被咬爛了，整個下巴就像是掉了一樣。我面如死灰，一下子居然看不見了。

周圍都是黑蒙蒙的，我渾身冒著冷汗，說不出一句話。心跳像是忽然卡在那裡

了。深深吸進去的一口氣，怎麼都吐不出來。

我眼前一片漆黑。只聽見大家七嘴八舌地叫著。

“她要死了，她要死了！”

“快點來人啊！”

“掐她的人中！快拍她的背！”

⋯⋯

大家都嚇壞了，掐人中的掐人中，掐手的掐手，拍背的拍背，人們都在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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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喊著我的名字。

最後，我終於咳了一下，那口氣才吐了出來。回過神來的那一刻，我的呼

吸也變得很虛弱，我看著身邊手忙腳亂的人，輕聲說，能不能把我女兒也弄出

來，我要抱她一下。

他們都搖頭，說你這個樣子，不能再等了，必須先把你送醫院。

這時候，又有個人跑出來，撲在我身上，一直拉我的手，他的勁兒好大，我

感覺我的肉都要被拉掉了，他一邊號啕大哭，一邊說：“廖智啊，我們家的人一

個都沒有被救出來啊，你知道嗎，咱們這一棟樓，就你一個人活著給抬出來了

啊！你可一定得好好活下去啊！”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那棟樓被埋了四十幾個人，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那一刻，我覺得我真的是太幸運了，被壓在整座廢墟的正中間，有無數的

可能會讓我死在那裡面，我還是被救出來了，活下來了。我忽然覺得上天這麼

眷顧我，一定有它的旨意。

在我被送醫院之前，我抓住救我出來的那個男孩子，問他叫甚麼名字，可

他只是搖頭，一直在哭，哭得好大聲。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他，也記不清他的長

相，我唯一記得的，就是那天他那張漆黑的臉，兩道眼淚流過的地方是白的，

其他地方全是黑色。

在我的眼中，他就像個天使。

我被埋了整整26個小時。或許我是那個男孩參與營救的過程中，唯一生

還的一個。那天的記憶裡，他站在漢旺鎮的廢墟中間，一直在哭，哭得那麼大

聲，最後所有人都哭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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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似乎是離我們最近最習以為常的存在，我們常常因為生命太過於

平常而忽視了它的珍貴和難得。在生命看上去似乎永遠都不會消逝

的時光裡，我們眼裡只有自己。我們彷彿就是自己的君王，只要受了點

傷，稍稍被辜負，就會嗷嗷大叫，就像整個世界都虧欠了自己。

可是當生命真的在自己面前漸行漸遠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原來歷經

所有的時光，最終留在腦海裡的，不是誰負了誰，誰更愛誰，而是那些

想愛卻來不及好好去愛的人、那些曾經傷害過卻來不及說一句“對不

起”的人、那些日漸陌生卻來不及緊緊擁抱的人—在生死的邊緣，我

唯一在乎的，是他們。

原來，愛裡沒有對錯，愛足以塗抹一切的過錯；愛裡沒有計較，愛本身

就是滿足的得到；愛裡沒有懼怕，愛是寒冷中的溫暖；愛是那束縱然

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黑暗無比，卻永遠在陰影另一邊屹立不倒的光。

愛是甘願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能夠放棄的，那不是愛。

—廖智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