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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早晨7時，駱正身的遺體被運

往村裡山上準備下葬，親人有再多不舍，

也不得不揮淚告別這位在地震中遇難的駱

家長者。

20日8時02分，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

7.0 級地震。在蘆山縣龍門鄉古城村， 84

歲的駱正身正在家門口喂雞，倒塌的房屋

把他埋在了廢墟中。

14時，記者在駱正身遇難地發現，簡

易帳篷裡，一張椅子上停放著老者的遺

體，表面用毯子簡單包裹。

“伯伯平時身體很好，還常常幫忙做點

農活，要不是這次地震，也許伯伯還能多

活幾年。”駱正身的侄兒駱大榮告訴記

者，伯伯的子女們還在陸續趕回來，等大

家到齊，再商量一下後事。

15時，救援人員成功把駱正身家裡的

棺木搶救出來。

“如果爺爺不是在我們家門口喂雞，倒

塌的房屋也許不會砸住他。”正在成都讀

大三的駱世強噙著眼淚說，得知地震發生

在自己老家後，他立馬啟程返家。

駱世強的母親早在一旁泣不成聲。

“平時我們家裡沒有人，公公沒事就幫我們

照顧一下家裡，沒想到就這樣去了，覺得

有點對不住(公公)。”

據了解，駱姓是當地大姓，七、八家

近親住在一起。地震過後，家園變成了廢

墟。

63歲的張平書就住在駱正身屋對面。

震後房屋大部分倒塌。“當時我正在家煮

飯，房屋開始晃，差點嚇暈。”張平書在

丈夫的攙扶下逃出房屋，隨後發現伯伯駱

正身被壓在了廢墟裡。

記者在現場看到，駱正身的兒子駱大

孝與妻子正在廢墟裡淘出一些有用的生活

物質。“房子沒了，但還要生活，能搶點

東西就搶點。”駱大孝說。

17時50分，孫子駱世強在棺木邊放響

了鞭炮，送84歲的爺爺駱正身入棺。

隨後，駱正身的十幾名親人將其遺體

轉移進棺木，並為他整理著裝。幾名孫輩

在棺木前紅著眼，流露出悲傷與不舍。

“雖然是天災，但也希望逝者能體面走

好最後一程。”駱大孝告訴記者，隻能在

廢墟旁為父親舉辦一場簡單的葬禮了。

晚上，家裡的親戚和周圍的鄰裡都紛

紛趕來悼念這位駱家長者。在簡易的葬禮

儀式上，余震不斷，前來悼念的人也不時

會感到一些緊張。

親戚李雪芬說，大部分人家裡都有不

同程度受災，但對逝去一位家族長者也感

到十分悲痛。“我們駱家還有一個年輕人

在地震中受了重傷，下午我們已把他轉移

到縣醫院。下午 5 時我們才趕回參加伯伯

的葬禮。”

夜晚，經家裡人商量，駱正身的棺木

準備次日早晨8時下葬。“如果我們當地有

人去世，都會請‘陰陽先生’看下時辰。”

李雪芬告訴記者。

21日早晨7時，駱正身的棺木就被家

人運往山上下葬。據家裡人介紹，由於有

好幾位村民在地震中去世，“陰陽先生”忙

不過來，葬禮並沒有如期進行。

送走長者後，駱家人不得不忍住悲

痛，繼續投入到地震重建工作中。

    (中新社 殷櫻)

雅安是大熊貓棲息地之一，位於雅安的

大熊貓保護中心基地距蘆山縣約20公裡，基

地內有百余熊貓。地震時，部分大熊貓驚慌

失措，不過也有大熊貓較淡定，甚至在地震

前後完成了自然交配。

大熊貓們先是發呆，之後有些開始往樹

上爬，另外一些則跑到“它們認為安全的地

方”。這是20日蘆山7.0級地震發生時，雅

安碧峰峽熊貓基地的大熊貓們出現的不同反

應。

碧峰峽地震前後有熊貓完成交配

據悉，4月20日，四川雅安蘆山發生7

級地震，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雅安碧峰

峽基地震感強烈。到目前為止，此次地震中

尚無熊貓傷亡的消息，碧峰峽熊貓基地的工

作人員亦平安無事。碧峰峽基地現已基本恢

復供電和網絡，大熊貓主食的竹子等飼料以

及供水得到基本保障。

四川省雅安市旅遊局局長劉江處指出，

地震發生後，部分熊貓因受到驚嚇往樹上爬，

後在飼養人員的“勸慰”下慢慢“平復”，養

殖熊貓的圈舍受地震影響不大，地震並未危機

熊貓及研究基地的安全。此外，劉江說，盡管

由於停電等因素，部分熊貓感到不適或驚嚇，

但也有熊貓在地震前後完成交配。

碧峰峽熊貓基地宣傳部部長衡毅說，地

震發生時，工作人員還未上班。他們是後來

從監控錄像中發現熊貓們的各種反應的。

“膽子大的熊貓比較淡定，膽子小的熊貓

受到了驚嚇。”衡毅說。

他說，熊貓也是地震中的“災民”，需

要關愛甚至是心理幹預。

受驚嚇熊貓接受“愛心撫養”

據悉，地震發生後，基地的工作人員通

過“愛心撫養”等一系列措施對受驚嚇熊貓

進行了安撫。

“首先保證食物充足供應，讓大熊貓感到

跟平常沒有什麼區別。”基地動物管理部王

主任說。

對於受驚嚇較為嚴重的年幼熊貓，飼養

員通過一起玩耍、撫摸等方式平復它們的緊

張感。“飼養員會把食物切成一塊一塊，端

到熊貓面前喂它們吃。”王主任說，“通過

飼養員與熊貓近距離的交流來安撫它們。”

四川雅安是中國著名的大熊貓之鄉。19

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在雅安寶興發現了大

熊貓，從此大熊貓被世界所知。目前碧峰峽

基地61隻熊貓中有近一半是5年前在汶川大

地震後從臥龍自然保護區轉移過來的。基地

的熊貓中有很多“明星”。

已有專人核查蜂桶寨熊貓狀況

位於雅安市寶興縣東北部、距蘆山地震

震中約80公裡車程的蜂桶寨自然保護區的野

生大熊貓安危如何，尚在

核查中。該保護區是野生

大熊貓、金絲猴等多種國

家級保護動物的棲息地，

約有熊貓40多隻。

據悉，蜂桶寨保護區

因地震出現山體垮塌和引

水管道損壞。地震也一度

導致寶興與外界通信中

斷，交通受阻。處於“地

震孤島”中的野生大熊

貓，引起人們的關注。

該保護區管理局局長

左光遠21號說，地震後到

目前為止，保護區尚有9名工作人員沒有取

得聯系，但已有專人進入熊貓棲息地核實熊

貓狀況。

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遭受重創的臥龍

自然保護區，在此次蘆山地震中有強烈震

感。不過，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張和民對記者

說，區內沒有大熊貓傷亡情況，保護區內工

作人員亦平安。

在地震現場遇有一位凄慘的母親，她

叫陸靜康（音），今年50歲。她的兒子五

年前在512大地震中因車禍去世，而今天

她17歲的女兒又在雅安地震中被自家房

屋壓死，整個房子已完全垮塌，而她就這

兩個孩子。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她

失去了年僅23歲的兒子陸林旭。在今天

的四川雅安大地震中，她失去了年僅17

歲的女兒岳宇珊。

50 歲的她，僅有的一對兒女都被地

震奪走。

“5.12”時她正在成都打工，感覺到

地震後開始往家裡打電話，一直不通，她

坐著大巴車就往家裡趕。進家門的時候，

房子沒有出現裂痕，一家人都平安。她鬆

了一口氣，卻不知死神已經鑷住了這個苦

難的家庭。

晚上6點多，兒子陸林旭騎著摩托車

下班回家，在一次強烈的余震中從車上顛

落，撞擊到馬路牙子上。這卻不是致命

的。

摩托車在慣性下甩過來，砸在了陸林

旭的胸口上，他的內臟被完全震碎。

而小女兒岳宇珊成了這個悲絕母親的

唯一安慰。“家裡哭聲太多了，我不能再

哭。”岳宇珊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她太

心疼母親，她要成為媽媽的支柱。

岳宇珊的夢想被生生阻斷在雅安地震

那一刻。房屋左右搖晃開裂，發出“嘎

嘎”的聲響。幾秒鐘的時間，二樓完全塌

陷，砸到了一樓，一陣黃灰色的煙塵騰起

來，迷住了陸靜康的眼睛，她感覺自己的

心也塌陷了：“完了，姍姍沒了”。

直到上午10點，兩位武警從廢墟中

找到了岳宇珊。她還穿著白色的背心和內

褲，全身的土灰已看不清她的面容。

“沒有流血，就像她哥哥一樣。”陸

靜康說，女兒沒有了呼吸，表情很平靜，

就像睡過去了，“我隻希望她臨死時還在

夢鄉，這樣就沒有痛苦”。

陸靜康想給她換上一套漂亮衣服，

“女娃娃愛美得很”，可是女兒所有的衣

服都埋在了廢墟裡。

母親隻能眼看著女兒被武警抬走。連

臉都沒來得及給她擦幹凈。岳宇珊被抬到

了後山上，就是當年下葬她哥哥的那個山

頭。

廢墟上駱正身的葬禮

地震發生後，受驚大熊貓爬到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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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上海(往返)  ￥56,000
東京∼北京(往返)  ￥43,000
東京∼香港(往返)  ￥56,000
東京∼廣州(往返)  ￥55,000

★出售世界各地便宜飛機票

TEL：03-5325-6288
FAX：03-5325-6689

口座番號:三井住友銀行高田馬場支店
（普）3942996カユウリョコウ

地址：〒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22-  2 新宿サンエービル 15F
好消息!

最寄り駅：JR線、小田急線、丸ノ内線「新宿」駅徒歩5分
　　　　　京王線「新宿」駅徒歩4分
　　　　　都営新宿線、大江戸線「新宿」駅徒歩1分

華友旅行
東京∼北京 (4月)
 ￥20,000+TAX
成田∼浦東 (4月)
 ￥19,000+TAX
羽田∼虹橋 (4月)
 ￥35,000+TAX
東京∼杭州 (4月)
 ￥18,000+TAX
東京∼大連 (4月)
 ￥28,000+TAX
成田∼成都 (4月)
 ￥39,000+TAX
東京∼新加坡 (4月)
 ￥9,000〜42,000円
東京∼廈門 (4月)
 ￥39,000+TAX

三
個
月
有
效

大阪∼上海 ￥38,000
大阪∼北京 ￥43,000
大阪∼廣州 ￥40,000
大阪∼瀋陽 ￥49,000
大阪∼大連 ￥43,000
大阪∼福州 ￥45,000

上海∼東京(往返)  ￥45,000
北京∼東京(往返)  ￥45,000

ビザ代行　マルチ緊急可代辦美國半年多次簽證

特 別

大  阪∼南  京 ￥43,000
福  岡∼大  連 ￥42,000
新 瀉∼哈爾濱 ￥46,000
名古屋∼上 海 ￥45,000
名古屋∼成都、重慶 ￥47,000

OPEN

注：燃油サーチャージが別途必要となります

東京都知事旅行業第3-4457号ジェーティージー華信株式會社

*東京→哈爾濱‧東京→福州（當天到達）

其它城市均有特價，歡迎詢問！

推 出

代辦美國簽證、台灣
簽證等，手數料3000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