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是“拥军老妈妈”，许昌妇孺皆知；女儿家入选“全国文明家庭”，许昌独此一家——

这对母女为何让人肃然起敬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特约记者 刘顺兴 李春霞 董艳菊

她们是一对母女。
母亲袁雪云，是驻许部队官兵口

中的“袁妈妈”，27年拥军路，成为许昌
蝉联5届“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榜上
最亮的那抹色彩；女儿刘英，是养公
婆、亲公婆、继公婆6位老人念叨的“好
媳妇”，去年代表家人到北京领取中央
文明委授予的首届“全国文明家庭”奖
牌，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一个家庭，出了这样一对母女，是
偶然还是必然？记者走访这对母女，
也走进她们充满关爱、充满奉献、充满
担当的动人故事。

腰背挺直，腿脚轻快，面色红润，袁雪
云看起来真不像84岁的老人。“1933年出
生的人，今年可不就84啦！”老人笑着说。
胸前，红色心形的“老妈妈拥军服务队”队
徽十分醒目——

一件事，她做了27年

一条拥军路，袁雪云带领她的姐妹们，
至今已走了27年。

袁雪云还记得，1990年3月，她和社区里
几位老姐妹到附近部队驻地开展爱心服务，
看到战士衣服破了不会补，就用透明胶布在
背面粘住、用细铁丝穿上；裤子长不合身，就
往上卷成一疙瘩，心里挺不是滋味。当时，袁
雪云的小儿子也在部队，她知道，儿子在家
时，连颗扣子都缝不好。

袁雪云说;“孩子们在咱许昌当兵，咱
得为他们做点啥？”她跟老姐妹陶翠罗、王
桂莲商量,“咱能干点啥？”“别的干不了，缝
缝补补，洗洗涮涮总能干吧？让孩子们穿
棱正了，也好安心执行任务。”大家一致赞
同。于是，以袁雪云为书记、陶翠罗为队
长、王桂莲为副队长的“老妈妈拥军服务
队”就这样正式成立了。每月23日到部队
开展拥军服务。

“队伍”一开张，就有了10多名队员。
到了约定那天，大家拉着缝纫机、洗衣机、
洗衣盆、电熨斗，带上针线、锥子等“家伙什
儿”，来到部队驻地。战士们也早早地把要
洗、要补的衣服、要拆的被褥准备好。老妈
妈们补的补，熨的熨，洗的洗，军营里搭满

了她们拆洗的衣服、床单和被罩。
1998年，驻许某部队刚从南方参加抗

洪救灾回来，袁雪云就带着队伍赶来了。
她说：“战士们抗洪抢险日夜奋战，回家了，
得让他们好好歇歇。”那天，战士们要洗的
衣服特别多，好多衣服都在泥里水里泡过，
褥子潮湿得快拧出水了。老妈妈们一直拆
洗缝补到天黑也没干完，就把没干完的活
带回家，做完又给战士们送回来。

“老妈妈拥军服务队”队长陶翠罗是袁
雪云27年的“老搭档”了。她掰着指头算：
这么多年，“老妈妈拥军服务队”跑遍了驻
许各个部队，洗衣服几万件，修补衣服上万
件，拆洗的被褥也有数千条。

为拥军，袁雪云在61岁时学会了蹬三
轮车，如今80多岁了还自己蹬三轮车拉着
缝纫机、洗衣机去部队服务。这些年到部
队服务，袁雪云蹬坏了三辆三轮车、用坏了
两台缝纫机。有一次，她拉着沉重的老式

缝纫机到部队服务，路上三轮没拐好，摔折
了胳膊，可到了下个月慰问的日子，她吊着
绷带又来了部队。还有一次崴了脚走不成
路，她就让儿媳送她去。“制住我的手、我的
脚，制不住我的心、我的嘴，我缝不成活儿，
还能收收衣服，还能和战士们谈谈心。”

战士们也和老妈妈们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这支“队伍”一到，军营里就有了别样
的温情。战士们说，离家远，看到服务队的
妈妈们，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一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问起袁雪云为啥工作热情这么高，这
位没上过多少学的老人郑重地说：“入党的
时候我向组织保证过，只要入了党，我会一
辈子跟党走！这是67年前，17岁的袁雪云
对组织的承诺。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袁雪云是建安区艾庄乡袁庄村人。十
几岁的年纪，就跟着农会剿匪反霸。1950
年9月，17岁的农会妇女主任袁雪云成了
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1989年从五一路街
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休。

从十几岁参加工作起，她工作起来总
是干劲儿十足、风风火火，她总说：“党员就
得给群众干点事，这样群众才能拥护咱。”
退休后，办事处领导觉得她群众工作能力
强、工作热情高，希望她可以继续工作，她
没有推辞，担任了五一路中段居委会主任
兼书记。社区建设，家长里短，扶危济困，
她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个

“小巷总理”干得有声有色，1992年还获得
省级优秀居委会主任称号。

社区曾经有位叫孙花枝的妇女，带着
两个孩子，以捡废品为生，袁雪云经常送米
送面接济。一天晚上，天降大雨，孙花枝家
的房子四处漏水，被子都淋湿了。正当孤
儿寡母束手无策时，袁雪云赶来了，她把母
子3人接到自家住下,大雨过后买来油毛毡
找人修缮了房屋，后来还帮两个孩子联系
了读书的学校。孙花枝说起袁雪云，总是
感动得两眼泪花。

辖区有位孤寡老人陈大妮独自居住，
袁雪云帮她办了低保，平时帮她买米买菜、
收拾打扫，照顾多年。一次下大雪，袁雪云
担心老人，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到老
人家中，看到门前雪地上没有脚印，赶紧拍
门，听见有微弱回音，慌忙把手从门缝里伸
进去打开门栓。原来老人得了重感冒，起
不了床，屋里炉火也灭了，冷得像个冰窖。
袁雪云跑去买来药伺候老人吃下，又给屋
里生上火、熬了粥。后来陈大妮住进了福
利院，袁雪云还常前去探望。一见到袁雪
云来，福利院的大爷大娘们就羡慕地说：

“陈大姐，恁闺女又来看你了！”
始终没有停止工作的袁雪云，多次被评为

许昌市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优秀干部。
2015年，还被河南省文明办授予“身边好人”，
2016年7月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我没读过多少书，我的一切都是组
织给的。只要还能跑得动、还能发挥点
儿余热，我就会一直干下去，给政府
分忧，帮群众解难！”袁雪云说。

和母亲袁雪云一样，58岁的刘英也很
忙：在学校当保健医，负责学生疾病防控、
心理咨询，每周还要上8节健康教育课。可
无论再忙，有件事她看得很重，那就是照顾
年迈的公婆。

刘英，有三对公婆。

持家记：坚定撑起一个家

1984年元旦，刘英结婚了。结婚前，丈
夫李云志就坦诚告诉刘英，自己是抱养的。

刚当上新娘子的刘英，面临的第一个
难题，是养公婆的“疑虑”。养公婆年迈多
病，整日担心刘英夫妇离开他们去投奔亲
生父母。下班后刘英只要没按时回家，婆
婆就闷闷不乐。

刘英察觉后，耐心劝慰开导养公婆：“我
是李家娶的儿媳妇，一定会为你们养老的。”
为消除养公婆疑虑，婚后她和丈夫一起把工
资本都交给养公婆支配。以前从没做过饭
的刘英，开始学做饭，有空就忙前忙后做饭
给公婆吃。

刚嫁进门时，养公婆家“一穷二白”：住
的是大杂院里两间十七八平方米的公租
房，自己搭的小厨房，屋顶油毛毡都脱落了
一半。两位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且体弱多
病，看病吃药都是一大笔支出。而当时刘
英的父亲是魏都区东大办事处党委书记，
母亲是五一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在邻居
们看来：这样一个“干部”子女，在这个又穷
又复杂的家里待不长。

刘英没有退缩。为补贴家用，当时和

丈夫都在医院当医生的刘英利用工作之余
做起了小生意：春节卖鞭炮，夏天卖汽水。
怕被熟人看到，总是严严地捂上口罩。晚
上，刘英和丈夫加工塑料袋，熬大半夜能加
工1000多个。这样的日子，刘英坚持了六
年。用赚来的钱，把家里油毛毡做顶的厨
房改建成了瓦房，给公租房室内的土地面
铺上了水泥，还给养公婆买了电扇、洗衣机
和电视机。就这样，刘英用自己的坚韧和
孝心，打消了养公婆和亲戚邻居心中的疑
虑。

认亲记：一个媳妇六公婆

担心自己“复杂”的家庭关系“吓跑”妻
子，丈夫李云志并没把全部身世告诉刘
英。婚后第三年，刘英才真正了解家中的

“秘密”：亲公婆离婚后分别再婚，除了养公
婆、亲公婆，她还有继公婆！

刘英有点懵了。6位老人年纪都大了，
到了需要照顾的时候。亲公婆再婚后又分
别养儿育女，兄弟姊妹不少，关系如何相处？

思前想后，刘英还是决定认亲。丈夫
首先就有顾虑：“分离这么久了，再去认亲，
不合适。”刘英明白丈夫的心思，耐心劝慰：
你毕竟是他们生的，血浓于水，这感情能割
舍下？身边的亲戚朋友劝她：“别人家一对公
婆都处不好，你还主动去认这么多老人，不是
自找苦吃吗？”刘英乐呵呵地回答：“家有一老
就有一宝,我家就是聚宝盆。”但她心里清楚：
多一位老人，就是多一份责任。

刘英的“认亲”之路并不顺当。当她主
动找到丈夫的生母，表明来意后，却被婉言
谢绝了。亲婆婆再婚后膝下有4个孩子，想
到自己对李云志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现在老
了，认了亲只会给她们添麻烦。可刘英一次
又一次登门，她含泪对婆婆说：“您十月怀胎
给了云志生命，这恩情大于天。再说，我和
云志都是学医的，照顾你们更方便。”刘英的
真情，终于说服了老人，认下了亲生儿子和
儿媳。

孝老记：众口齐夸贤孝媳

88岁的养公公瘫痪在床时，刘英刚满30
岁。每天下班后，刘英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
丈夫一起给公公按摩、擦洗身体，端屎端尿、
喂药喂饭，直到养公公90岁那年去世。

刚料理完养公公的后事，原本腿有残
疾的养婆婆又患上了病，大小便不能自理，
刘英和丈夫就不厌其烦地清洗。遇到养婆

婆小便解不出，丈夫帮养婆婆按摩
腹部，她就用装满水的水壶，慢慢倒，
用流水声刺激养婆婆排尿。养婆婆便秘，
刘英和丈夫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外掏。刘
英在病床前伺候养婆婆整整17年。在
养婆婆生命的最后10天里，静脉点滴
已输不进去，亲戚劝她放弃。刘英
却说：“娘在床上多躺一天，我就
有娘。”刘英把营养液吸进针管，
一点一点滴入婆婆口中。在刘英
和丈夫悉心照料下，养婆婆离开人世
时已98岁高龄。

养公婆去世后，刘英主动改了对亲公
公、继婆婆的称呼，由“叔”“婶”改为“爸”

“妈”。继婆婆患有心衰，亲公公患有哮喘，
每年至少住一到两次医院，婆家两个兄弟都
在外地工作，刘英夫妇又主动和婆家姐姐一
起担起了照顾老人的担子。

无论是亲公婆、养公婆，还是继公婆，
刘英一样看待。逢年过节或是老人生日，
买衣服、送蛋糕、给零花钱，刘英一个都不
拉下。丈夫李云志说起妻子，十分感激。“6
个父母的生日，我有时候都想不起来，她张
口就来。”刘英给老人们买的衣服，总是很
合身，因为她把老人衣服的尺码、喜好早就
牢记在心。

她还时常以长媳身份召集异姓兄弟、妯
娌，陪老人吃团圆饭。在刘英的感召下，来
自三个家庭的8个不同姓氏的兄妹情同手
足，7个妯娌之间亲如姐妹。这个特殊的大
家庭孝心凝聚、和睦相处，在去年被评为“全
国文明家庭”时，周围的人都说“应该”。

问起刘英处理家庭关系的诀窍，刘英
说，很简单，仁爱待人、善孝传家。

这是她从父母身上学到的。
袁雪云家有一些家规，孩子们烂熟于

心。
比如，23岁之前不许谈恋爱，“国家培

养你不容易，一参加工作就结婚、拉扯孩
子，会分散精力、影响工作。”比如，工作要
努力，不一定非要有大建树，但走到哪里道
德品质都要好，不能让人背后议论。还比
如，在单位无论管不管钱物、都不能贪占公
家便宜。

刘英说，除了这些不成文的家规，父母
对自家兄妹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身教来进
行的。

母亲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为了工
作，袁雪云的五个孩子都是出生不久就托给
亲戚照顾。后来，五兄妹包括媳妇、女婿，不
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论是做到了县级干部
还是普通职工，都有很好的口碑。

父母对亲人的仁义也深深影响着孩子
们。刘英的大姨年轻时生过重病，母亲袁
雪云18岁时就曾一个人背着大姨坐火车
到开封医治。大姨婚后没有孩子，一直跟
着袁雪云一家生活。袁雪云让孩子们管大
姨叫“娘”，管姨夫叫“伯”。工作后有了工
资，每月不一定给妈妈交生活费，但都要给
大姨零花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袁雪
云家中子贤媳孝。袁雪云的娘家嫂子周杏
恩眼睛失明了，子女都远在外地，只有一个
儿媳在家。袁雪云的大儿媳杨瑛帮忙照顾
老人十多年，每周推着轮椅带她洗澡，许多
人都以为杨瑛是周杏恩的亲闺女。儿女们
对袁雪云夫妇也很孝顺，她到部队拥军，儿
子就是重物“搬运工”，两个儿媳和她一起
包粽子、做月饼、做针线。

母亲善待他人，让孩子们印象最深。
社区曾有一位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被
丈夫抛弃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流浪街
头。袁雪云注意到她之后，把她领回自己
家，腾出一间房让她暂住，给她们做饭洗
澡。后来又帮她在社区租房子、搭锅灶，买
来米面，送来新被褥。每当女子精神病发
作时，袁雪云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衣不
解带地守护在身旁。到女子被老家来人接
走，袁雪云照顾了她八年。

刘英的二姐还记得，小时候物资缺，袁
雪云平时买了什么好的吃食，总是从胡同
口就开始分，到家里时往往剩下的还没有
分出去的多。母亲总是说：“好吃的尝尝就
行了，要学会跟别人分享。”刘英照顾六位
公婆过程中，遇到困难，她就会想起母亲。

“母亲连素不相识的人都帮，我有什么理由
不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呢？”这样的精神也影
响到了家里的第三代。刘英的女儿大学期
间，连续五年每年从奖学金、生活费中拿出
1000元钱，资助洛川山区的一个贫困女
童，帮助她顺利完成了学业。

刘英回忆，从小家里就十分注重培养
孩子的是非观。小时候如果谁犯了错，父

亲刘国清就让5个孩子坐成一排，互相
评议这事做得对不对、哪儿不对；

如果谁做了什么好事，就启发
他们说说这事做得好不好，以
后要不要向他学习……
刘英当初和李云志谈恋爱后，袁

雪云曾偷偷去李云志家看过。穷困
的家庭、年迈还有残疾的父母，让袁雪云

心里有些担忧。但她谁也没告诉。在刘英
征求她意见时她只是说：你只要看中了他
的人，家里穷，你们辛苦一点，好好干。婚
后刘英生活艰难，后来知道还要面对3对公
婆，也有过动摇。袁雪云说，生活是你自己
选的，别怕苦，别怕累，别让人背后戳脊梁
骨！刘英说，是母亲的教导，给了她支撑下
去的勇气。

“家和万事兴”，袁雪云家客厅挂着这样
一幅牌匾，也印证着她们一家的幸福：一大
家子四世同堂，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共30口
人，有17名中共党员；孙子辈13人中，有博
士1人、硕士2人、本科5人。

刘英说，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是她最好
的教科书。担当与奉献精神，是母亲给予
她最宝贵的“嫁妆”。8

母亲的故事

女儿的故事

传承的家风

袁雪云为子弟兵们送来亲手纳的鞋
垫 牛书培 摄

刘英跟亲公公、继婆婆在一起 牛书培 摄

女儿刘英给母亲袁雪云梳头 牛书培 摄

袁雪云的全家福 牛书培 摄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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