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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于为民

他曾在河南度过了19年青春岁月，虽然
已经离开河南多年，却依然以河南人自居，
并以此为骄傲。他就是万伯翱。

作为当年知青的代表，万伯翱近日应邀
来河南参加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青春
记忆》丛书座谈会。谈起当年的知青岁月，
万伯翱感慨万千。

万伯翱是万里的大儿子。1962年 7月，
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后
的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国家精简城市人
口，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动员城市中学
毕业生上山下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
记、副市长的万里，动员儿子响应国家号召，
到最艰苦的农业第一线去，了解社会，从头
学起。

万伯翱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恰逢父亲的
老朋友、山东老乡潘复生来家里拜访。两位
老友见面时谈到了孩子的问题，父亲说出自
己的想法，潘复生提议让万伯翱去他劳动过
的河南黄泛区农场。为此，父亲专门召开家
庭会议。父亲对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
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
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
苦?我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让你到最艰
苦的地方去锻炼。”

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对万伯翱说：
“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
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
更密切了。”父亲再三叮嘱儿子说：“你不要
想做官，你不能当队长，你就当个普通的农
民、普通的工人。”

1962年9月6日，万伯翱告别家人，奔赴
河南黄泛区农场。他的行装非常简单。其
中有两样东西是妈妈边涛特意送的：一床父
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的被子，一件父亲穿了
多年的灰军衣。除此之外，他身上只带了两
本书和15元钱，一本书是《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父亲
在送给儿子的笔记本上题写：“一遇动摇，立
即坚持。”一位父亲的拳拳之爱、良苦用心浓
缩在了这耐人寻味的8个字中。

从 1962年到 1972年，万伯翱在黄泛区
农场度过了整整 10年不平凡的青春岁月。
他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苦，也经受了磨练；他

掉过眼泪，也有很多的惊喜和收获。
在农场，他住的是草屋，睡的是通铺，点

的是自制煤油灯。作为青年工人，他的实习
期每月工资22元，吃大伙，每天多半是红薯
加咸汤。万伯翱当时唯一的“奢侈品”，是一
台日产六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
志送给他的纪念品。他时常把它带到田间
地头，休息时听新闻，也听戏曲。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前，万伯翱给母亲
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他很快就收到父亲
的回信：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虽然都想
念你，都想看到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
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过春节，同为了祖国建设在工
厂、矿山、交通等岗位上坚持工作的工人同
志们，同为了保卫伟大祖国守卫在边疆荒岛
的伟大战士一样过春节，这绝不是什么遗
憾，而是一种自豪。

万伯翱听从父亲的教导，愉快地留在农
场，和职工们一起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春
节。

在万伯翱为自己编印的画册中，有不少
当年他在农场参加劳动的珍贵照片。万伯
翱指着一幅他头戴大草帽、手持喷雾器长竿
的照片说，这种长竿喷雾器是往苹果树枝头
上喷洒农药的专用工具。在艰苦的劳动中，
万伯翱学会了打药、剪枝、施肥、锄地。他
说，那时喷药防护措施差，只是戴口罩和粗
线手套而已，看到现在的自动喷灌，很难想
象当年的艰苦。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万伯翱在农场进
步很快。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一版
头题发表通讯《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
动》，其副题为：万伯翱在国营农场艰苦劳动
虚心学习不断进步。

此后，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
代表大会上，热情赞扬了万里送子向工农学习
的以身作则的行为，称赞万伯翱在生产第一线
的进步，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1962年，参加国营黄泛区农场建设的万

伯翱述说了在劳动中的体会：我刨红薯时，
第一天手上就磨出了大血泡，躺在床上腰酸
腿疼。老工人关心地说：“小万，累了就歇歇
吧，你不能和我们比呀！”我也想，是啊，我怎
能和他们比，请个假歇一天吧！但我马上想
到这是动摇和退却的表现，革命前辈流血牺
牲打江山，今天我们连一点皮肉上的痛苦也
忍受不了，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想到这
里，父亲在我笔记本上写的“一遇动摇，立即
坚持”八个大字又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一轱
辘就滚下了床，下地去，决不退却！就这样
一直坚持了七天，等到红薯全部入窖，我胜
利地笑了。我真正尝到了劳动的愉快。

1964年9月22日，万伯翱在河南日报发
表了《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的文章，谈自己在
艰苦劳动中的体会。1964年 10月至11月，
万伯翱以下乡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团省
委组织的“河南省下乡、返乡建设社会主义
积极分子报告团”，到全省各地做报告，万伯
翱成了全国知识青年的学习榜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倒，万
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打成“假典型”“黑
帮子弟”，女友同他“划清界限”，这使他精神
上承受着巨大痛苦。在一生中最为艰难的
那段日子，万伯翱始终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
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每天仍踏踏实实
劳动。1972年春，在父亲已被定为“敌我矛
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
和组织一致推荐，进入开封师院外语系学
习，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开封师院毕业后，万伯翱任过周口师
专教师、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外训大队办公室
主任、北京炮台科研所参谋等职，后调入北
京武警总队任团政委，后从部队转业到国家
体委，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
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发展中心主任等职
务。退休后，他担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
长，《中国人物传记》总编辑、《散文世界》杂
志社社长等职。尽管时间流逝，岗位不断变
换，他一直情系黄泛区农场，发表了很多回
忆农场生活的文章。万伯翱说，我对苹果园
感情太深了。春天除草，夏天打药，秋天摘
果，冬天剪枝，一年四季都是忙在苹果园
里。我的书房就叫“苹花书屋”。

问及对河南人的评价，万伯翱表情严肃
地说，中原大地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南人吃苦耐劳，朴实善良，待人真诚，敢于
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无论走到哪里，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某些
人无端污蔑丑化河南人，常常挺身而出，加
以斥责：“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就知道你根
本不了解河南人，建议你到河南走一走，就
不会这样信口开河了。”万伯翱自豪地宣称：
我就是河南人！

回忆起在黄泛区农场的青春岁月，他激
动地说，在农场的10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
最受益的时期，河南是我永远的故乡，知青
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1

□孙勇 拥军 志成

“您就是那位救人的‘侠客’吧？我们合
个影好吗？”一大早，正在新乡市卫河公园清
扫垃圾的七旬清洁工董国应，又被几名慕名
前来的“粉丝”围住了——拉着他合影，要听
他的侠义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从滑县来到新乡打工的
董国应，2001年成为卫河公园一名绿化工兼
保洁员。随后十多年里，他曾5次奋不顾身
搭救落水群众而不言回报，被人称为“卫河侠
客”。

2012年2月13日，正吃早饭的董国应听
到外面“有人跳河”的呼喊,放下碗筷，迅速冲
到河边，只见河里“泡”着一个人，由于救人心
切，他顾不上自己患有严重的脉管炎，连衣服
也来不及脱下便跳入1.5米深的卫河中。此
时河里的冰刚刚化冻，河水冰冷刺骨，可他全
然不顾这些，连拉带拽，打捞了20多分钟，才
将轻生的老太太救到岸上。直到老太太苏醒

后被送到医院，董国应这才悄悄离开。
事情并没有结束。董国应回家换了衣服

后，想到天气寒冷，他又找出两身棉衣送到了
医院。落水老太太出院后因找不到家人，暂
时被安排到了市救助站，由于情绪激动，她对
救助站工作人员不肯配合，董国应又急忙赶
去看望并耐心开导。说来也怪，在董国应的
安抚下，老太太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当老
人远在外省工作的儿子赶来后，为感激董国
应对母亲的救命之恩，他在董国应面前长跪
不起。

这次，是董国应在卫河公园内救起的第
3名落水者。他第一次救人，是在2002年 1
月 17日，那天早晨，正在打扫卫生的董国应
发现一名酒醉男青年不慎落入河中，眼看着
男青年在河中挣扎，一边晨练的群众不知所
措。就在此时，董国应快步跑到河边，跳入了
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除了救人，老董这些年从河里搭救的小
猫小狗多了去了！”董国应的妻子宋桃叶说，

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她却非常理解和支
持他救人、救命这样的事情，“救命就是行
好。做人就应该多行好、多做善事！”

除了打扫卫生和绿化园林，董国应没事
儿就喜欢在卫河畔转悠。别看他人已古稀，
热心肠却不减当年。人们经常能看到他在公
园里扶老携幼，帮助一些身体不便的游客。
不仅在公园，在外面也一样——前不久，外出
办事的董国应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便道上拾
到一个钱包，他硬是在路边等了俩小时。把
钱包交给失主时，自己的事也给耽搁了，“丢
钱的事肯定比咱的事儿急。”董国应说。

从小就喜欢唱戏的董国应，还把业余时
间交给了来听戏的老年朋友。曲剧《寇准背
靴》是他的拿手段子，不仅在公园义演，还经
常去养老院慰问演出。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大
冬天下河，就不怕自己有危险吗？”“无论啥时
候遇到这样的事儿，俺就是豁出自己这条命
也得救人！”董国应说。8

6月，娄建党接到的电话和收到的微信一天
比一天多。6月 6日更是“高峰”——载着客，也
不得不时常把出租车停靠路边，接电话，分解、落
实任务……

“娄建党雷锋车队”七八十个出租车司机打
来的电话不说，山东某公司驻洛阳办事处郑先生
打来的电话让娄师傅有些惊讶，“哟，手机号是山
东的。”不过，他还是把接送两个学子的任务布置
给了郑先生。

私家车主董女士电话打来时，从娄师傅这里
领到的活儿也是接送两个学子……

“一定要安全、守时，遇到特殊情况，尽可能
提早跟我联系！”每个接送任务分解下去，娄师傅
都少不了一句叮嘱。

6月 7日 7：20。娄师傅提前10分钟出现在
老城区一家医院的家属区——前一天，他和一个
19岁的轮椅男孩约好了时间。

娄师傅的微信里，有这样对话：
——娄叔叔好，我是您之前帮助过的小伙

儿，今年要高考了，明天您看能不能安排一下，需
要携带轮椅，我家在XX医院，考点在一中。谢

谢叔叔……
——好！我去接你，你把电话号码发给我。

“什么时候帮过他，我一点儿印象都没了。”
7点半钟，男孩在父亲陪同下推着轮椅出现

了，“应该就是他。”娄师傅快步迎上去把男孩的
书包、轮椅接过来装进了车后备厢。

“不好意思娄师傅，本来我也找好车了，但没想
到孩子提前联系了你。”男孩的父亲说。“没什么，我
拉他也一样！”启动了车子，娄师傅扭头见男孩有些
颤抖，笑着安慰：“不用紧张孩子，就像你平时考试
一样，没啥大不了的！”

13.5元。出租车打着表，但他没有收费。
“孩子，祝你考个好成绩，11点半我准时来接

你！”
10多年了，出租车司机娄师傅在高考的这两

天就没挣过钱。他的车前窗贴着“爱心助考·高考
免费用车”字样。他的雷锋车队的所有人，还有像
郑先生、董女士这样临时加入的爱心人士，车上也
贴着这样的标识。

“举手之劳，但心里可美气。”董女士是第一
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爱
心
助
考

娄建党和
他的雷锋车队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符婷 李俊华

娄师傅简陋的家里有一口旧箱子，里面成摞
堆放着他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职工标兵”、
省级“文明驾驶员”“学雷锋标兵”，等等。

2007年，伊川县周姓老人来洛阳看病时不
慎丢了钱，娄师傅把老人送进医院，还垫付了医
药费。闲聊时，他听老人说起村里的孤寡老人连
牡丹都没见过，便和几位“的哥”把 12位老人接
到市里，让他们开了眼。

2009年2月，娄师傅为身边的爱心的哥制作

了统一胸牌、车标，“娄建党雷锋车队”正式成
立。车队由最初的10辆车增至现在50多辆，七
八十名出租车司机参与。而且，许多社会上的爱
心司机也主动加入到了这个志愿服务行列。

娄师傅说，为了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服务，他们还通过媒体公布了联系方式，24小时
随叫随到，怕赶不上火车的、需要接站的、要到医
院就医的……他们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求助电话。

“我们做的事儿都不大，但都很有意义。”娄
师傅说。1 （本版插图/王伟宾）

洛阳人喜欢晨起喝汤，牛肉汤、羊肉汤、豆腐
汤……“我一个月也能喝三四回吧。”娄师傅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他日常就是早上两个包子，中午、
晚上各一碗面条，“家里经济比较紧张。”

以前一直在商场、饭店打零工的妻子近年因
病歇息在家，1994年从部队复员的娄师傅，开了
23年出租车。2008年首付有了自己 70多平方
米的房；2015年在当地运管部门资助下，名下有
了出租车……这个家庭，至今有几万元外债没有
还。然而，他这些年免费接送病残人士所产生的
费用不计，仅贴付的现金就有5万余元！

在娄师傅家里，娄师傅的妻子哭诉：“作为家
里的顶梁柱，他起码得先保障家人的生活吧？”

“作为父亲、丈夫，到现在都没把家里弄好，我

也觉得挺没脸的。”娄师傅哽咽。但他有自己的坚
持。

1996年，还开着“黄面的”的娄师傅发现车
上有个装有1.2万元现金的提包。他通过警方把
提包交到失主手中时，对方二话没说直接给他跪
下了，“好人哪娄师傅，这可是给俺娘看病的救命
钱啊！”

前不久，三门峡一位乘客把 50万元的票据
和一些现金、证件遗失在娄师傅的车上……

“这些年娄师傅归还失主的财物少说有上百
万元，光各种手机就有百来部。”当地运管部门一
位负责同志说。

“我的家庭缺钱，可不义之财不能贪。”娄师
傅憨厚地笑着。

一个月前。天刚亮娄师傅就起床了。这一
天，他带着瀍河区张先生 82岁的母亲逛了逛植
物园，转了转洛阳新区。

“这活儿咋都不该娄师傅干，可我这身体不
争气。”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张先生近乎全身瘫
痪，只有头部和胳膊能活动，平日生活全靠年迈
的母亲照顾。几年前，他从网上看到了娄师傅对
外公布的免费服务电话，“娄师傅，你能替我带着
我母亲去外面转转吗？”

一晃数年，娄师傅每月都会出现在张先生家
一次。

送回了张先生的母亲，娄师傅又提着水果、
牛奶来到纱厂路李大娘家。一进门，李大娘就喜
气洋洋地叫道：“俺大兄弟来了！”

李大娘患有脑梗、白内障等疾病，老伴去世
得早，女儿早出晚归，她只能无助地待在家里。
娄师傅知道后，只要顺道，就会来陪她唠唠家常。

李大娘有一个心愿：有生之年回信阳老家看
看。“忙过这一段，我就准备满足她的心愿。”娄师
傅说，他已在“娄建党雷锋车队”征召愿意陪同老
人前往的女队员了……

娄师傅他们帮助的还有偏瘫的权先生、小儿
麻痹症患者孙女士、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的张先生
……“个人能力是有限的，要想真正为他们服务
好，不能贪多。”娄师傅说，他长年坚持保持着对5
个病残人士的直接帮助，“真得好好感谢车队里的
那些兄弟姐妹！这些年他们和我一起免费接送
老、弱、病、残人员不下上万人次。都是好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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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伯翱：
河南永远是故乡

侠义老人董国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