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精彩周末/人物·时空│20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hnrbrw@sina.com

微公益点亮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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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姐叫“建国”

走近志愿者

□董素芝

一百个叫“建国”的名字，找不到
几个“大姐”。不过，我家还真有这么
一位——我的大姐生于 1949年，她的
名字叫董建国。

70年前，我的父亲是一个进步青
年，师范毕业后在淮阳南门完小任
职。因为对新中国的热爱，他坚定地
给他的头生女儿取了“建国”这么个名
字。我爷爷说：“这闺女该‘素’字辈
儿，叫建国岂不是乱了辈分？”亲邻也
纷纷劝说，直到大姐上学报名时，父亲
的一个朋友还来家里质问：“孩子的名
字是咋起的？一个女娃叫建国，都以
为是男孩哩！”但年轻的父亲很坚决：

“与新中国同龄，叫建国咋了？谁也不
许改！”一锤定音。

叫“建国”的大姐在家颇受宠爱，
天不怕地不怕，男孩子一般顽皮，上树
爬墙，和邻里的孩子们啥都敢干敢
玩。初中时，大姐在淮阳一中上学。
天资聪颖、思维敏捷的她属典型的“学
霸型”，学什么一学就会，课堂上常提
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老师们都对

她记忆深刻。她的伶牙俐齿，也令很
多老师奈何不得。

大姐初中毕业时报考的是技校。
得到消息，父亲那个当教导主任的同
学专门找到大姐，说你这闺女分数这
么高，志愿咋报个技校？我给你改了
吧？大姐调皮地说：“自愿就是我自己
的愿，不是你主任的愿，也不是家长的
愿，改了就不是自愿了。”就连县教育
局长无意中知道了，也找到我父亲说：

“这闺女的分数可以挂上省重点高中
了，咋让她上技校呢？”

然而，因为当时家中人口多，生活
不宽裕，父亲实在凑不出大姐去省重
点高中的费用。无奈，16岁的大姐去
了可以提供生活费用的省第二技工学
校，而且她还特高兴：“这样我就可以
不花家里一分钱参加工作了！”

1966年国庆前夕，毛主席要在北
京接见红卫兵和大中专学生时，大姐
正和几个同学在武汉游玩。闻听消
息，大姐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去北京
接受毛主席检阅。可第一次坐火车的
她，从坐上车就晕得天旋地转，到郑州
时已人事不省。无奈之下，她只好停

步搭长途车回到了家里。从此，因为
晕火车的缘故，除了回家外，大姐基本
就没出过远门。

没能到北京亲见毛主席一面，大
姐每次讲起这件事，总无法释怀。

毕业后的大姐被分配到了开封缝
纫机厂。那时的开封缝纫机厂，正处
在广纳贤才的筹建中。大姐是技术工
人，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做车工。机修
车间是技术科室，生产出缝纫机模具
和各种机器道具，再供厂里批量生
产。当时，机修车间才几个人，大姐是
当之无愧的元老。不过，大姐的资格
远远比不上我的姐夫邱大哥。邱大哥
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也是技校毕业
被分配到机修车间的。邱大哥比大姐
大几岁，个大心实，人缘极好。

快人快语的大姐一出现在车间，
就把邱大哥给迷住了。他们结为伉俪
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女们在他们的
激励下，都上了大学，完成了大姐当年
没能实现的心愿。

上世纪 70年代，当开封缝纫机厂
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国家二级企业时，
大姐大哥都带出了不少徒弟，再后来，

缝纫机厂转型后，他们又带头生产桥
梁道具。到退休时，他们双双还都是
厂里的技术骨干和权威，各自带徒一
群，成为一对名副其实的工人老大哥
老大姐……

近些年，大姐的晕车终于有所缓
解，能够出远门了。2017年 7月，在儿
女的陪伴下，大姐终于到了首都北
京——她向往已久的地方。站在天安
门广场，大姐热泪盈眶。她说，作为新
中国的同龄人，她感谢党和国家，是党
和国家给了她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
给了她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当然，大姐也没有辜负父亲当年
的美好意愿，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技
术工人，为新中国添砖加瓦，并见证了
新中国一天天的强大。8

□张洋 曾权伟

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扎着长长
的马尾辫，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牙齿……
邓州市龙堰乡90后的杨哲显得活力四
射。“我希望尽我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走出生活困境。”痴迷于微公益的
杨哲，带领她的爱心团队，近年来把公益
事业做到了穰邓大地的角角落落。

“喜欢做公益，和我小时候的经历
有关。”杨哲的眼眶有些湿润。她本来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她9岁时发生
了重大变故：母亲因车祸导致半身不
遂，父亲因忧虑过度而离开了人世。

杨哲清楚地记得，那年春节有好
多叔叔阿姨给她家送来了米、面、油和
棉衣棉被，做公益的种子就在这时在
她心里生根发芽了。

2016年，杨哲在市区一家爱心粥屋
当起了志愿者，帮助粥屋做饭、蒸馍和打
扫卫生，免费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提供
早餐。“所有在这里为大家义务劳动的志
愿者，都经常会从家里往粥屋拿米、面、

油等，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
当年 12月底，由于粥屋负责人家

里有事，便把粥屋全权交给了杨哲。
不管是雨雪天还是寒来暑往，每天早
晨 4时，杨哲的闹铃都会准时响起，她
骑着电动车从十多公里外赶到市区的
粥屋，和志愿者们一起忙碌起来。“一
个小姑娘，每天早起走那么远的路，你
不害怕吗？”经常有人这样问她。“有些
害怕。但一想到有那么多人等着吃早
餐，也就顾不上怕了。”杨哲笑着说。

2018年1月，杨哲突然有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假如同村村民家里发生重大
变故，让全乡镇人一人捐一元来帮助他
们救急，大家会不会踊跃捐款？如果每
个村都能把有爱心的人组织起来，每人
每天捐一块钱……“每天一元钱不算什
么，但对一个流浪者，却可以买到两个馒
头。而且，一块钱积少成多后，它还可以
去帮助本村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家庭。”

说干就干。杨哲在网上发出创办
微公益的倡议后，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和称赞，附近几个乡镇的爱心人士也纷

纷行动起来。对各乡镇微公益平台收
到的善款，杨哲会统筹使用，主要对孤
儿、弃婴进行长期微助。虽然每个人捐
赠的数额不多，但杨哲都会一一登记造
册，并把每天收到的捐款和支出情况，
在微信群里一一公布。

“我们对孤儿的生活帮扶是每月
100元。也许大家觉得100元很少，但
在需要帮助的人那里，却是能够解决
一些生活难题的。”杨哲说。

陶营镇一个肾衰竭患者，微公益平
台为他送去了504元善款；龙堰镇一个
胃癌患者，在病床前收到了 520 元善
款……钱虽不多，却让受益者非常感动。

龙堰乡沈庄村一个上小学六年级
的 11 岁女孩，是杨哲的帮扶对象之
一。她曾在日记中写道：非常感谢好心
人对我的无私帮助，虽然我不知道怎么
用语言表达，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
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有
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杨哲说：“每每看到这些孩子的生
活状况和他们渴望亲情的眼神，我都

觉得自己不能停下脚步，必须认真把
这项公益事业做好，让更多孩子或需
要帮助的家庭得到帮助。”

目前，杨哲的微公益慈善平台，已
有上千爱心人士加入其中，接收志愿
者捐赠 7252人次，救助孤儿、弃婴 23
名，意外事故和大病救助12人，累计发
放善款 14692元。“虽然大家的捐款都
是一块两块，但爱心没有大小之分，我
也在帮助别人中体会到了给予的快
乐。”爱心人士丽敏说。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前不久，杨
哲被邓州市总工会授予了市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8

她曾是卫视戏曲栏目《梨园
春》年度金奖擂主获得者。成名
近 20年来，她获得最多的荣誉，
却和公益、慈善有关：爱心妈妈、
河南好人、爱心慈善大使……

□柳忠勤

俺娘是个人物，这话是俺爹说的。
那一年，俺爹和他的亲家翁喝酒喝

岔了，一杯酒，你说该他喝，他说该你
喝，俺爹说“你不喝我呼（扇耳光）
你”——呼倒是没有呼，但是这句话有
点儿重，亲家气不过，出门就开骂，骂了
好几个村庄。话儿飞快传到俺爹耳朵
里，俺爹心说：不管咋样，咱们是亲家兄
弟，有气儿家里出，到外边去骂，还算个
人吗？一生气，心脏病来了。看着俺爹
难受的那个样儿，母亲一气儿跑到三里
地外的亲家家里，大道理小道理，好听

的难听的，从屋里
到 屋 外 ，一 通 数
落，惹得半截庄的
人都来看热闹，亲
家老头儿脑袋勾
到怀里，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亲家
母和邻居们都来
赔不是，俺娘连口
水也没有喝，跺跺
脚就回来了。娘
帮爹出了气，爹很
得意，到了北京还
给 我 讲 这 一 段 ：

“恁娘，那是个人
物，她哪能让我受
这气！”

俺娘是个人
物，这是真哩！

娘没有文化，
小时候家穷，上不
起 学 ，嫁 到 我 们
家，正赶上八路军
来，看到人家队伍

上的人，尤其是住到我们家的一位女军
官，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讲起话来一套
一套的，母亲羡慕得啥似的。新中国成
立了，村里办了扫盲班，娘把我往怀里
一揣，用带大襟的褂子一裹，掂个木板、
拿个粉笔，走进了扫盲班。“共产党、毛
主席”“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娘
说：“教的都是新词儿，过去听都没有听
说过！”回到家没有地方写，就写在门板
上，两扇门写得满满的。遗憾的是，随
着我们兄妹四人陆续降生，娘识的几个
字也就着饭吃了。但是，俺娘识大体，
懂道理，也爱操心，亲戚邻居不论谁家
有事，都爱找娘。直到现在，老人家都
九十了，也还不断给左邻右舍“断官
司”。

俺娘这辈子主持处理过家里的三
件大事：

一是为二爷爷养老送终。二爷爷

是个孤老头，终生未娶，无儿无女，把
我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娘也非常孝
敬二爷爷，嘘寒问暖、缝补浆洗，做吃
做穿，都是俺娘的事儿。后来年岁大
了，二爷爷身体不好，娘还要照顾我们
兄妹四人，实在顾不过来，就送二爷爷
住进了大队办的敬老院。敬老院在村
前大坑南边，娘说：“那时候，满满一坑
水，恁二爷进了敬老院我可不放心，经
常到那里去看他。那天上午，我去看
你二爷爷，一进门儿，只见他堆瓮在床
上，我叫二大爷，没吭，再把手放在鼻
子上一试，没有气儿啦。咋弄呢？那
时候穷的啥都没有，没有办法，把自家
大床上的席子揭下来卷成一个席包，
把你二爷爷软埋了，现在想想都觉得
心疼，恁二爷活了一辈子，到了了，连
一口棺材都没有用上！”俺娘替二爷养
老送终，继承了二爷爷的一片宅子，若
干年后，在那片宅子地里挖出了两篅
铜钱，卖了一笔钱，邻里们都说俺娘好
心有好报，二爷爷心疼俺娘，从地下送
给我们的。

二是为奶奶料理后事。那年冬
天，弟弟娶亲。头天晚上，俺爹俺娘及
亲邻们忙了大半夜，娘更是一宿未眠，
第二天早上，送走迎亲的队伍，娘想叫
醒奶奶起床，走到奶奶床前：“娘——”，
连叫几声奶奶没有回答，娘上前一摸
身上，凉凉的，惊得俺娘急喊睡在另一
头的爷爷：“爹——爹，别睡啦，你看俺
娘这不是老了吗！”爷爷一伸腿，奶奶
身上哇凉，立马就哭了。“爹、爹，咱这
会儿不能哭啊，你看，接新媳妇儿的车
一会就回来了，咱都哭起来事儿可咋
办呢！”爷爷一听有理啊，很快停止了
哭泣。俺娘要爷爷睡在床上不要动，
陪着奶奶就行。她又赶到后院告诉俺
爹。爹一听他娘没啦，哭得昏天黑地，
怎么都劝不住。娘也是急眼啦：“哭吧
哭吧，咱使劲哭，新媳妇马上就进门
啦！”俺爹一激灵，明白不能再这样哭
下去，于是听从娘的劝告。这么大的

悲痛，娘怕爹实在忍不住露出端倪，煞
了喜气，坚决让爹一个人待在后院，硬
是一天没有出门。俺娘一个人沉着应
对，忙里忙外，指挥大家有条有理地把
弟弟的喜事办完，送走亲友，到了晚上，
把喜字揭下来换上白纸，第二天，接着
为奶奶办丧事。奶奶过世一个多月弟
弟才长途电话告诉我。我回家祭奠奶
奶时老进爷对我说：“娃呀，家里摊上这
事儿，红白事儿摞在一起，真多亏了恁
娘有本事，搁在别的女人身上吓都吓毁
了。就这一铺事儿办的，十里八乡没有
不夸恁娘的，真中！”

三是送别俺爹。10年前，饱受疾
病煎熬的父亲走完了他的79年人生之
路，当我连滚带爬赶回家时，院子里已
经搭起了灵棚，我跪在爹的灵前，大放
悲声。俺娘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抚
摸着我的头发：“儿啊，别哭了，恁爹病
了那么多年，病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
我天天看着心里难受，如今他解脱了，
我不难受。但是看着恁姊妹几个这样
哭法我受不了！”看到娘坚强的神态，我
止住了哭声。连续七天，迎来一批客
人，送走一批客人，无论来客怎么伤心，
再也没有看到娘掉过一次眼泪。俺爹
生前，曾经让俺娘给我捎话：到了那一
天，希望不要把他烧了。但国家有政
策，乡里有规定，我征求哥哥弟弟们的
意见，大家都让我拿主意，万般无奈，我
跪到俺娘床前，把这个难题捧给了老
娘，没有想到娘听我说完，手一挥：“烧，
就是我说哩！这几年，恁姊妹几个该尽
的孝心都尽了，对得起他了！不烧牵连
那么多人，烧！”俺娘拍了板。

转眼，俺爹走了十年，俺娘却健康
如昨，可她哪也不去，就守着商丘的老
家。前天晚上打电话给俺娘，娘声音
朗朗：“我就等着俩小时能到北京的那
个高铁通车呢！恁娘的劲儿大哩很，
好几年没去北京啦，想北京啦！”

九十高龄，如此心气儿，您说：俺
娘是不是个人物！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新伟

唱戏，还是唱戏；奔波，还是奔波。一
大早驱车回到郑州的家，张艳红很疲
惫。“咱省一百多个县，我唱过来了。”从
2000 年获得《梨园春》年度金奖擂主开
始，张艳红几乎马不停蹄参加各种演
出。“我也想停下来歇歇，可有几十口人
等着我吃饭呢！”

救助孤儿、资助失学儿童和孤寡老
人，办爱心剧团和孤儿艺术培训基地，组
织和参加各种义演。张艳红把戏曲艺术
送进了千家万户，也帮助一个个贫困孩
子走出困境，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一技之长

“打我记事时，父母就非常辛苦。我
读初一时，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我就想
学一技之长，给家里分担些困难。”1968

年出生在上蔡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张艳红，兄弟姊妹 9人，全靠父
母挣工分和外出捡拾废品度日。为了帮衬家庭，张艳红在邻县一
个唢呐世家学起了演奏技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张艳红付出了常人数倍的努力，用了
不到一年时间，不仅让唢呐班的师长对她刮目相看，十里八村的
乡亲操办红白喜事时，也都会慕名邀请她去吹上几曲。于是，16
岁的张艳红提前“出师”了。“我想给家里多挣些钱，早早就开始了
闯荡异乡的生活。”

在新密，张艳红吹了 10年唢呐，只回家了 3次。“挣钱最多的
一个月是70元，我给家里寄回了65元。”每月5元生活费，是那些
年张艳红给自己定的标准，其他的钱，她会如数寄回家去。

1992年，张艳红只身来到郑州打拼。夜晚，她会到商城遗址
的城墙上听一会儿戏，并偶尔亮亮嗓子。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从
没有学过戏的她经常博得满堂彩。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她开始在
茶楼演唱越调、豫剧。这段经历，使她的舞台经验日趋成熟，还结
交了很多戏曲界人士。

1999年，梨园春擂台赛红遍中原大地，上擂台，成为众多戏
曲爱好者的梦想。2000年，登上擂台的她一鸣惊人，成为年度金
奖擂主，并收获了至今无人超越的6000多点人气值。

感恩听众

“我不会忘记从梨园春走出来的那一天。是父老乡亲一票一
票把我选出来的，我绝不会让大家失望。我要把戏曲文化发扬光
大，送到千家万户，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张艳红感慨地说。

一举成名的张艳红的初衷是演大戏，但她最终的想法却是要
办一个爱心剧团——从普通群众中招聘戏曲精英，给老百姓演他
们想看的，唱他们想听的。

贷款80多万元，张艳红组建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爱心剧团，“豫
剧、曲剧、越调，一团三个剧种。老百姓喜欢啥，咱就给他们唱啥。”

一次次下乡演出，剧团越来越红火。她还和过去一样，与演
员同甘共苦。到一些偏远农村演出时，她就跟大家一起打地铺，
撑帐篷……

有的人说：“艳红，你现在出名了，还天天给自己找罪受，你何
必呢？”张艳红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每天看着孩子们开心快乐我
就快乐，群众听了我们的戏笑逐颜开，我就会感到无比欣慰。”

成就梦想

在张艳红郑州的家里，至今每天还有十几口人在吃住。他们
分着“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住在一起。是买不起房子？“不是！”
张艳红坚决地答道，而是她和她的剧团挣的钱，还有更大的用
途——圆一个个孤儿的梦想。

成为金牌擂主后，采访张艳红的新闻媒体渐渐多了起来。记
者们发现，在她的家里，经常有八九个大大小小的孩子……

1988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张艳红外出演出时，看到桥头旁聚
集着一大堆人，好奇地挤进去，她看到地上有个裹着一个脸色黑
紫、奄奄一息婴儿的包裹。她挤上前用手轻轻动了一下，婴儿微
睁的小眼几乎连眨也不眨。张艳红连忙把可怜的小生命抱进怀
里，抱回家中，买来了奶瓶和奶粉……经过她精心的喂养，婴儿奇
迹般地活了下来。如今，她已在张艳红的培养下，成为剧团的演
员，并已成家立业。

小峥只比张艳红的儿子大了两天。他是张艳红在新密吹唢呐
时邻居家的孩子。当时，小峥的母亲由于营养跟不上，生下来就没
有奶水，张艳红把自己的儿子放在一边，把乳汁让给小峥先吃……

如今的张艳红，在打理剧团的同时，还贷款建起了孤儿艺术
培训基地，先后招收了 40多个 6到 16岁的孤儿和贫困子女免费
学习戏曲演唱。“这些孩子都要吃要喝，我不想办法多唱几场多挣
一些钱，能行吗？”张艳红笑着说。

令张艳红欣慰的是，她资助的那些孩子中，有 3个已大学毕
业，还有 3个在部队服役。“看到他们为国家做着有益的事情，我
心里挺自豪的。”

除了这些，张艳红每年还会拿出几乎占自己一半的收入用于
资助贫困家庭的应届大学生和失学儿童。河南豫剧大家柳兰芳
提起张艳红时，这样说：“艳红这个孩子我认识 20年了。她是一
个能吃苦、直性格的人；是一个爱帮助别人、尊老爱幼的人，可以
称上德艺双馨。”1

百姓故事

俺娘是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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