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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與我說什麼自由﹗ 

— 
 
  

 
2008 年 6 月 7 日晚近 9 點﹐我正在觀看卡塔爾隊與中國隊的

比賽﹐上半場剛結束﹐我心裡當時本來就為中國隊的表現憋了一

肚子的氣﹐這時電話響了。我的一位學術界朋友對我說﹐“趕緊

看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把‘范跑跑’請上了屏幕﹐與郭松

民等一起爭辯。我看﹐范跑跑講得不錯﹐郭松民太激動﹐動不動

就威脅要走人。看來只適合去當兵﹐不適合作學者。”我幾乎沒

有任何思考的餘地﹐也用“非學者”的語言回答我這位朋友﹕

“郭松民是錯了﹐他錯在竟然還去與范跑跑這樣的人去對什麼話﹐

與這樣一個人對話﹐這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嗎﹖”我朋友隨即

說了一通為“范跑跑”辯解的話﹐我很粗暴地打斷了他﹕“中國



不正在搞道德重建嗎﹖如果中國人都像范跑跑這樣無德﹐那倒真

會有報應﹗”我朋友然後又扯到范跑跑講“自由主義”比郭松民

好﹐我再回敬了一句﹕“自由主義從來都是不會輸在嘴上﹐而是

輸在行動上﹗但我更看重的恰是行動﹗”然後我以要去看球賽為

由﹐斷了電話。 
6 月 8 日上午到辦公室﹐拆開新到的一份雜誌﹐裡面有一篇文

字記載了地震中十幾位優秀教師的事跡﹕ 
譚千秋﹕雙臂張開趴在一張課桌上﹐死死護著桌下的四個孩

子。孩子們獲救了﹐譚老師的後腦勺被砸出了一個洞﹐但救援人

員扒出他遺體時﹐仍然保持著張開雙臂的姿勢﹗ 
蒲彬﹕28 歲的他結婚剛半年。跨一步他就可逃生﹐但他死死

撐著快要倒的一層教室門﹐讓學生一個個從他胳膊下逃出﹐最後

自己被深埋瓦礫下﹗ 
湯宏﹕他最後的姿勢定格在這樣的畫面 — 兩個胳膊底下各

夾著一個孩子﹐身下還護著幾個孩子﹗ 
苟曉超﹕幾次衝進三樓教室救人。當他第三次衝到三樓抱起

兩個孩子向樓下衝時樓塌了。他本能地將孩子摟在自己身下﹐犧

牲時新婚才十天﹗ 
何智霞﹕遺體被發現時﹐手臂也是張開的﹐趴在一個狹小的

空間﹐身下環著七名學生﹗ 
還有才 25 歲的女教師袁文婷﹕一次一次衝進快要蹋下的教

室﹐抱出一個個孩子﹐而自己的青春永遠定格在 25 歲…… 
對著雜誌上袁文婷的大幅相片﹕如此美麗﹗如此恬靜﹗我久

已乾澀的眼睛還是不爭氣地流下了淚。 
再想起昨天晚上與朋友的對話﹐便有了想寫一點什麼的衝動﹗ 
“范跑跑”說他逃跑是本能。但這本雜誌寫道﹐“救援人員

發現﹐那些犧牲的老師﹐幾乎都是一個姿勢﹕張開雙臂將學生摟

在身下﹗”這也是一種本能﹗不過﹐“范跑跑”的本能是一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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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趨利避害的本能﹐而那些犧牲的老師的本能是一種“為師者”

責任的本能﹗ 
我一位小學同學﹐現在仍然在我當年讀過的小學任教。他不

是什麼學術界名士﹗幾天前他對我說﹐他在接受當教師的培訓時

就要求永遠記得這樣的話﹕“學高為師﹐德高為範”。當官的甚

至都不必有多麼高的道德﹐但老師不行﹗在這個社會中﹐你一旦

接受了老師這樣的角色﹐注定了你必須為人師表﹐必須有更高的

道德要求。 
所以﹐如果“范跑跑”是從事別的什麼職業﹐我沒有意見﹐

但請不要再讓他再當什麼“老師”﹗ 
而且﹐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負有監護的責任﹐這是一種沒有

寫在紙面上但卻早已被社會所公認的“契約”﹕家長把孩子交給

了你﹐你必須保障他們的安全﹗正如這次在地震中從五千米高空

往下跳 — 世界任何國家傘兵的極限高度一般就四千米 — 的軍

人﹕明明知道可能一去不復返﹐但仍然義無反顧﹗那不僅是一種

責任﹐而且是一種“契約”﹕是老百姓養活了你﹗ 
身為所謂的“知識分子”﹐我從來知道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是

社會進步的表現﹗但“范跑跑”這樣的人竟然還能夠被躋身於教

師行列﹐那不是什麼進步﹐而是倒退﹗而且﹐我還想問一下那位

聲稱“寬容范跑跑”的校長先生﹕“作為孩子的家長﹐會放心將

自己的孩子交給你這樣的學校嗎﹖” 
更別與我說什麼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大師伯林說過﹐“自由意識著免於政府的限制”﹐

而“絕不意味著免除責任”﹗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從來是警惕政

府的公權力侵害私權力﹐而決不是意味著可以免除社會責任。恰

恰相反﹐如果每個教師都是“范跑跑”﹐自由主義還奢求什麼“公

民社會”﹖ 
中國某些半拉子自由主義者在大眾面前露出自己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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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他們說自己願意露自己的“私處”這也是個人自由 — 
已不是一次了﹐就在 2003 年“非典”到來的時候﹐幾個所謂“自

由主義青年才俊”就曾經說過﹕醫生也有因害怕感染而逃責的自

由。與現在他們為“范跑跑”辯護的理由完全一致﹗只是如此幾

次﹐從這些人嘴裡說出的“自由主義”﹐即使如何“口吐蓮花”﹐

都已讓我快嘔吐了﹕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那“玩意兒”如此委

瑣不堪﹐一到關鍵時刻就萎縮嗎﹖ 
最後﹐我將另外一位朋友傳來的一個信息放在下面﹕ 

 

 

 

那一刻地動山搖 

— 5.12 1

 
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

家而痛不欲生﹗因為我大學畢業十幾年的痛苦與此有關﹐我所受
                                                        
1 本文作者范美忠﹐1997 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自貢蜀光中學當教師﹐不

久他因為課堂言論辭職﹐後輾轉深圳﹑廣州﹑重慶﹑北京﹑杭州﹑成都從事媒體﹑

教師行業﹐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南方體育》等媒體任編輯﹐發表過〈追尋

有意義的教育〉﹑〈《過客》﹕行走反抗虛無〉﹑〈《風箏》﹕靈魂的罪感與懺

悔意識〉﹑〈用觀念打敗觀念 — 讀《哈耶克傳》〉﹐在天涯BBS﹐第一線教育論

壇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現任職於四川都江堰光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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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 年糟糕教育與此有關。我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麼給我一

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制黑暗的中國﹖讓

我遭受如許的折磨﹗但我也曾為自己感到慶幸﹕我沒有出生在抗

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那樣我將可能經歷戰爭的恐怖和非正常

喪失親人的哀痛﹔我沒有出生在共和國的前 30 年﹐因為以我這種

寧折不彎﹐心口如一的性格﹐多半會被槍斃了家人還要忍著傷痛

上交子彈費﹔或者誓死捍衛毛主席和紅色中國而其實死得一錢不

值﹔或者經歷熱烈的青春之後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當然﹐16 歲讀初三的時候﹐我通過電視報紙隱隱約約地旁觀

了那場那一代人不堪回首的運動﹐但懵懂無知的我並沒有感到痛

苦﹐因為當時我還是一個傻瓜﹐雖然這場運動對我人生軌跡的影

響是三年後我經歷了噩夢般的一年軍訓。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

難﹗首先就是大學以後面對商業社會和極權社會的精神分裂的痛

苦和欲求自由公正而不得的焦灼與孤獨﹐還有失去家園的生命虛

無﹗但這是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是虛無縹緲的近乎神經質的痛苦﹐

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憂之﹗我沒有遭遇戰爭﹐沒有遭遇特大洪

災﹗我懷疑自我與他人的可靠性生命的可靠性但沒有懷疑過大地

的可靠性﹐雖然我早就否定了大地作為生命家園的可能。唐山大

地震成了遙遠的災難記憶和抽象的死亡數字。但該來的終究要

來﹗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在離震中映秀最近的都江堰經

歷了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次經歷﹕5.12 汶川 8.0 級特大地震﹗ 
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 IB 一年級 SL 語文課﹐課前學生和我

都感到天氣極度悶熱﹐我圍著教室轉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戶都開

得最大。這節課上的內容是《紅樓夢》第十三回﹐照例由學生先

講一遍﹐但學生不到十分鐘就講完了﹐我覺得很多地方學生都忽

略過去了﹐又叫學生提問﹐學生也沒什麼問題﹐我只好親自上陣﹐

在講到秦可卿給鳳姐託夢的時候我問學生﹕“這是魔幻現實主義

手法嗎﹖”學生說﹕“這是迷信﹗”我又問學生﹕“曹雪芹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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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是迷信嗎﹖鳳姐會這麼認為嗎﹖”學生說﹕“不會﹗因為他

們信這個﹗”我由此循循善誘地啟發學生﹕“我們今天認為包括

託夢﹑算命和風水等是迷信﹐是因為我們用了現代科學實證主義

和理性的眼光來看這些東西﹐科學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

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義虛無科學理性能解決嗎﹖親人

朋友喪失之痛科學和理性能安慰嗎﹖科學和理性能保證我們幸福

嗎﹖因此﹐很多問題和領域是科學和理性所無法認識或無法解決

的﹐因此不能太過因科學和理性而自負﹐對宇宙間的神秘力量要

保持敬畏……”剛講到這裡﹐課桌晃動了一下﹐學生一愣﹐有點

不知所措﹐因為此前經歷過幾次桌子和床晃動的輕微地震﹐所以

我對地震有一些經驗﹐因此我鎮定自若地安撫學生道:“不要慌﹗

地震﹐沒事﹗……”話還沒完﹐教學樓猛烈地震動起來﹐甚至發

出嘩嘩的響聲（因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礎上用木頭來加蓋的一間

大自習室）﹐我瞬間反應過來 — 大地震﹗然後猛然向樓梯衝過

去﹐在下樓的時候甚至摔了一跤﹐這個時候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難道中國遭到了核襲擊﹖”然後連滾帶爬地以最快速度衝到了

教學樓旁邊的足球場中央﹗ 
我發現自己居然是第一個到達足球場的人﹐接著是從旁邊的

教師樓出來的抱著一個兩歲小孩的老外﹐還有就是從男生宿舍樓

下來的一個學生。這時大地又是一陣劇烈的水平晃動﹐也許有一

米的幅度﹗這時我只覺世界末日來臨﹐人們常說腳踏實地﹐但當

實地都不穩固的時候﹐就覺得沒有什麼是可靠的了﹗隨著這一波

地震﹐足球場東側的 50 公分厚的足球牆在幾秒鐘之內全部坍塌﹗

逐漸地﹐學生老師都集中到足球場上來了﹐因為是 IB 二年級畢業

考試期間﹐有些學生沒有上課﹐有的學生正在寢室裡睡覺或者打

遊戲﹐因此一些學生穿著拖鞋短褲﹐光著上身就跑出來了﹗這時

我注意看﹐上我課的學生還沒有出來﹐又過了一會兒才見他們陸

續來到操場裡﹐我奇怪地問他們﹕“你們怎麼不出來﹖”學生回

 6



答說﹕“我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只看你一溜煙就跑得沒影了﹐

等反應過來我們都嚇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劇烈地震平息的時

候我們才出來﹗老師﹐你怎麼不把我們帶出來才走啊﹖”“我從

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你們不知道嗎﹖

上次半夜火災的時候我也逃得很快﹗”話雖如此說﹐之後我卻問

自己﹕“我為什麼不組織學生撤離就跑了﹖”其實﹐那一瞬間屋

子晃動得如此厲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應而已﹐危機意識很

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不過﹐

瞬間的本能抉擇卻可能反映了內在的自我與他人生命孰為重的權

衡﹐後來我告訴對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學生說﹕“我是一個追求自

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

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

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

我抱不動﹐間不容髮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於危險﹐我跟

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你們也沒有

危險﹐何況你們是 17﹑18 歲的人了﹗”這或許是我的自我開脫﹐

但我沒有絲毫的道德負疚感﹐我還告訴學生﹕“我也決不會是勇

鬥持刀歹徒的人﹗”話雖這麼說﹐下次危險來臨的時候﹐我現在

也無法估計自己會怎麼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也不

是衝在最前面並因而進監獄的人。 
這時我開始關心起成都的家人以及小狐和李玉龍的安危﹐但

一開始手機沒有信號﹐顯然因為停電﹐機站也無法正常工作﹐過

了一會兒手機有了信號﹐也許機站啟動了備用發電設備。但這時

打電話的人太多了﹐我的電話根本打不出去﹐別人的電話也是同

樣。水﹑電﹑通訊和交通中斷﹐我們只好靜靜地呆在操場裡等待﹐

一些學生甚至在如此緊張的時候踢起了足球﹐我也穿著登山鞋加

入了進去﹐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以這樣的從容態度來緩解內心的緊

張慌亂﹗就這樣一直等到下午 5 點﹐才有老師用微型收音機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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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陽廣播電臺的廣播﹕7.8 級地震﹐震中在汶川﹗跟唐山大地震

震級一樣﹗大家目瞪口呆﹗而震中距離都江堰又如此之近﹗大家

猜測道﹕“汶川肯定被洗白了﹗”這時我的一個學生面色沉重﹐

因為他的父母兄弟等親人都在汶川縣城﹐這時我們還不知道震中

是在汶川境內的映秀而不是汶川縣城腳下﹗不知道都江堰其實比

汶川縣城距震中還近﹗而汶川跟外面完全失去了通訊聯絡﹐交通

也完全中斷﹗這個學生告訴我﹕“汶川經常地震﹐前年還發生過

6.5 級地震﹐但除了一些老房子汶川的房屋都是按照七級防震修

的﹐因此沒有事。但這次都江堰就比前年的汶川地震厲害……”

說到這裡﹐這個學生幾近哽咽無語﹗這時我才想起寢室辦公室都

肯定不能睡了﹐晚上難道住操場﹖那也得棉被和衣服啊﹗如果我

回成都﹐那也需要錢啊﹗我繞開樓房心驚膽戰地回到我的寢室﹐

發現水桶已經從飲水機上被震下來了﹐放在凳子上的衣服也被震

了幾件下來﹐手忙腳亂之中我只拿了錢卻忘了拿衣服被子﹐因為

我住的宿舍是修了 16 年的房子﹐洗漱間的牆體和房間的牆體之間

早就裂開了一條大縫﹗所以出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勇氣回寢室

了﹗ 
之後我又到前操場閒逛﹐發現小學部和幼兒園的學生全在那

裡。卿校長也正在那裡﹐於是我過去跟他聊天。我說﹕“在我印

象中﹐光亞學校的房子不怎麼結實啊﹗怎麼一間都沒有倒﹖”卿

校長多少有一些得意地回答﹕“我們學校的房子修得像碉堡﹐怎

麼會倒﹖我是包工不包料﹗那些包工頭都跟我爭﹐要包工包料﹐

但我堅決不幹﹐我把材料買好﹗工錢我可以給多點﹐房子是現澆

鑄的﹗地面和牆壁都連在一起﹗修好我們用儀器檢查過鋼筋水泥

的含量﹗”原來他也並不是有先見之明﹐只不過是沒有偷工減料

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質量保證和防震設計﹗這樣我放心了﹐

連光亞學校的看起來不見得很好的房子都沒有倒﹐那其他地方也

不見得有多大問題。這時我陸續收到了郭初陽﹑呂棟和蘿蔔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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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安危的短信﹐並且都回復成功﹐另外給李玉龍的短信也發送

成功了並收到了回復﹐知道他和小狐都沒事。這時我才想起﹐我

老家的母親和兄長姐姐也可能看到都江堰發生地震的新聞而擔

心﹐應該給家裡一個電話﹐這時只有座機還可以通﹐但打的人太

多﹐我等了好久也沒等到機會﹐只好放棄﹗這時一個步行到市內

觀察了情況回來的學生說﹕“都江堰市內挨得慘﹐20％的房子塌

了﹗光亞學校的房子這次真是經受住了考驗﹗”學校的老師學生

一直對光亞學校的房子建築質量有微詞﹐經過這次地震之後﹐卻

不禁對卿校長和他的光亞學校的房子刮目相看﹗ 
這時在成都的校長夫人也回來了﹐她說﹕“成都沒事﹐但都

江堰聚源中學教學樓塌了﹐18 個班的學生埋在下面﹐死了幾百人﹐

教育局長跪在那裡哭﹗”又有從聚源鎮回來的光亞學校附近居民

說﹕“當時我正在逛商店﹐跑得快﹐街道兩邊的房子瞬間全部倒

塌了﹐我從死屍上跑過﹐太可怕了﹗”又有光亞學校學生家長說﹕

“看來多交一點錢質量就好一點﹐我的孩子在光亞就沒事﹗” 
從下午 5﹑6 點鐘開始﹐都江堰和成都的一部分學生家長就陸

陸續續來到了學校把孩子接回去。我也於 9 點多搭乘學生家長的

車回成都﹐都江堰的交通堵得一塌糊塗﹐挖掘機﹐救護車都沒法

順利前進﹐因為亂竄車道的車太多了﹗光二環路就走了將近一個

小時﹐10 點多車終於開上了成灌高速﹐車跑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

收到魏勇的短消息﹕“你還活著就回消息﹗”我趕緊回復﹕“我

沒事我校沒事﹐但都江堰情況嚴重﹗”車開出收費站之後我們發

現西沿線已經被用作救災專用通道﹐車輛從繞城高速繞進城內﹐

然後我打的直接回到家裡﹐家裡空無一人﹐之前我已經收到老婆

發來的短消息﹐知道他們已經避到了附近的華德福學校的空地上﹐

於是我拿了銀行卡之後又迅速趕到了華德福學校﹐發現學校已經

搭起兩頂大帳篷和十幾頂小帳篷﹐而我的女兒也已經在她的小車

上入睡﹗老婆則正和一些華德福老師和學生家長圍坐著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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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出現讓老婆感到驚喜﹐因為地震之後我的電話一直打不通﹐

她一直很為我擔心﹗當晚我睡在華德福學校的校車上﹐身體不得

舒展﹐關著車門感到悶﹐開著車門又有蚊子﹐總之是睡得不舒服。

半夢半醒之間﹐又有兩次感覺到車在明顯地搖晃﹐因為是在室外﹐

沒有心理負擔﹐我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等到 6 點多﹐小姨來叫我﹐說她姐一夜沒睡﹐因為對環境的

不適應﹐因為蚊蟲不斷地叮咬﹐小傢伙不斷地醒來﹐不斷地哭。

我們只好趕緊回家。但這個時候大家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對地

震的反應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我隨時盯著飲用水桶

和茶杯﹐看水是否晃動﹐坐在沙發上感覺到沙發動了一下﹐我就

會神色鄭重地說﹕“剛才好像又動了﹗”並準備起身要叫大家

跑﹗實際上杯中水晃動的餘震一天之內就有好多次﹐吊燈晃動的

較大餘震就有兩次﹗我們已經收拾好衣服﹐買好乾糧﹐拿著雨傘﹐

站在了門口﹐隨時準備衝下去﹐但終於沒有衝出去﹐而很多人已

經衝出去﹗因為在外面睡覺太不舒服了﹐所以 13 日晚上我們就乾

脆睡在家裡﹐但由於擔憂小傢伙﹐我一直非常警醒﹐根本就沒睡

好。我自己跑起來很快﹐但如果抱著小傢伙呢﹐那就未必﹗而且

慌亂中很可能摔跟頭﹐所以必須反應快才能爭取時間﹐大意不得﹗

實際上我推斷﹐餘震不可能超過 5.12 的震級﹐既然 5.12 成都都沒

危險﹐那麼之後的餘震成都就肯定沒危險。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如

此猛烈地震的成都市民顯然都嚇壞了﹐他們製造出來的緊張氣氛

也感染了我﹗我也跟著緊張不已﹗這一天中午又接到李勇的短消

息﹐通知說趕緊儲水﹐因為都江堰化工廠泄漏﹐成都的水源已經

被污染﹗於是大家又手忙腳亂地找出罈罈罐罐來儲水﹗我想水不

能用怎麼得了﹖於是趕緊叫送水公司送五桶水﹐結果他們那裡已

經只剩兩桶水了﹗而商場裡人們也正在搶購礦泉水﹗這時我已經

考慮是否撤回老家隆昌或者乾脆撤離到老婆兄弟所在的昆明﹗打

開電視﹐電視臺正反復闢謠﹐說沒有化工廠泄漏這回事﹐成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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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沒有問題﹗照理說我該放心了﹐但由於我黨說謊成性﹐就算

它這次說的是真話我也不敢相信﹐於是一個電話直接打到正在都

江堰的卿光亞校長那裡﹐他說﹕“沒有化工廠泄漏﹐是煤氣爆炸

引發火災﹗”我這才放心了﹗ 
一連兩天沒有吃到舒服的飯菜﹐14 日上午我終於用心做了一

頓三菜一湯﹐熱氣騰騰﹐色香味俱全的菜已經做好擺在桌上﹐而

番茄蛋花湯也快燒好了﹐這時卻突然接到小狐的電話﹐說 1~2 點

之間有大的地震﹐通知我趕緊撤出﹐我一看時間已是 1 點 16 分﹐

大地震隨時可能發生﹐我馬上把火關了就叫大家趕緊走﹗老婆卻

還對美味戀戀不捨﹗而小姨的五歲小兒子則捨不得剛煮好才吃了

一兩個的湯圓﹗我哭笑不得﹐與生命相比﹐一頓美餐一碗湯圓算

什麼﹖真要是突然發生破壞性地震﹐這樣婆婆媽媽還來得及啊﹖

女人和小孩一樣非理性和缺乏決斷﹗匆匆趕到華德福﹐那裡又已

經匯集了不少學生和家長。天空下著小雨﹐我們就一直坐在大帳

篷下面﹐因為很多小孩在那裡吵鬧﹐小傢伙一直睡不好﹐好像心

情很鬱悶﹗過了一會兒﹐我們感覺到了兩次較為明顯的晃動。我

估計震中震級是五六級左右﹐對震中地區的人來說依然需要擔心﹐

但震級從震中到成都一般要衰減兩級﹐也就三四級吧﹐有什麼問

題呢﹖大家實在是太恐慌了。由於晃動過於輕微﹐我們甚至判斷

大的地震還沒到來﹐一直等到下午 5 點多﹐我和老婆終於決定回

家了。因為就算我們可以忍受這樣的環境﹐小傢伙已經無法忍受

了。14 日晚上仍然鼓起勇氣睡在家裡﹐顧慮到家裡人尤其小傢伙﹐

我依然隨時保持警惕﹐依然在半夢半醒之間﹐這時我才感覺到﹐

我關心家人尤其關心自己的女兒遠勝過我的學生﹗當晚 11點鐘左

右﹐又發生了一次較強震﹐住在我家裡的三個不到一歲小孩的母

親反應神速﹐都抱著小孩衝出了房間﹐而同一個小區的其他人已

經基本都下樓了。我一看震動已經逐漸平息﹐就叫大家別出去﹐

但我不放心﹐就叫他們放心睡﹐我一個人坐在客廳裡守夜﹐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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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熬了一個通宵。以後幾天就在這樣的驚惶中度過﹐連日來的緊

張擔憂﹐徹夜不眠﹐我感到疲憊不堪。我感覺﹐恐怕大地震還沒

有來﹐而我們自己已經崩潰了﹗真是對即將到來但卻不知什麼時

候到來的恐懼的恐懼才是最恐怖的﹗17 日晚上我開始放心睡覺﹐

18 日那天我甚至已經很放心了﹐不再因自己的凳子動了一下就疑

神疑鬼﹐眼睛隨時盯著水杯﹗當天晚上我已經睡得非常舒服﹐感

覺到精力已經恢復大半了。那知晚上 10 點來鐘﹐又看到小區裡的

人紛紛往外逃竄﹐並說﹕“電視裡通知﹐今明兩天有 6~7 級餘

震﹗”我趕緊打開電視一看﹐果然電視裡正反復播放緊急通知﹗

好多朋友也打來電話通知﹐氣氛一下子顯得非常緊張﹗我又冷靜

地進行分析﹐我說“顧名思義﹐餘震區是指發生餘震的地區﹐而

成都顯然不在餘震區﹐既然如此﹐就不應該擔憂﹗”老婆則堅持

要出去﹐她說﹕“電視裡又沒說成都除外﹗你又不是地震專

家﹗”考慮到家裡住著三個小孩子﹐為了他們的安全﹐我終於還

是決定大家一起出去﹐這時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亂﹗這天晚上又是

在華德福校園裡過夜﹗而小傢伙則顯得很興奮﹐幾乎一夜沒睡﹐

並哇拉哇拉地不知發表些什麼感想﹗睡在旁邊的華德福外籍教師

提醒小聲一點﹐沒想到這小傢伙卻更加大聲地“哇啦哇啦哇啦

哇……”大家都笑了起來﹗小孩子是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的﹐他

們只是覺得好玩﹗這天晚上又是在車上睡了三四個小時﹐將近十

天的緊張疲憊﹐我的身體終於拖垮了﹐鼻塞頭疼﹐顯然是得了重

感冒﹗幸運的是﹐地震似乎終於過去了﹗接下來的時間地震的頻

度和強度都在下降﹐也許可以逐漸安心了吧﹖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