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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郭小红

大雨初歇，阳光明媚。偃师市槐新街道
槐庙村的背街小巷里，有一幢普通的6层小
楼。一楼住着臧莲凤老两口，二楼挂着“拥
军服务站”的牌子。配有空调和电视机的几
间屋里，床单雪白，绿色的被子叠得四四方
方。“孩子们的亲戚朋友来了，吃住全免费！”

三楼到六楼，全是出租屋。房租，是臧
莲凤的生活来源，也是她这些年买礼物慰问
部队的经济来源——今年八一，她给战士们
买了200件 T恤，“现在的孩子都喜欢时髦，
我给他们买的都是牌子货哩！”

爱满拥军路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臧莲
凤说，她从小就跟着父辈去部队拥军。19岁
那年，臧莲凤主动找到征兵人员，要求加入征
兵宣传队。“我知道当时农村女孩当兵有些异
想天开，可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表现，看能不
能成为一名女兵。”然而，由于多种条件限制，

她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没有成为军人的臧莲凤，嫁给军人成了

“军嫂”，“第一次跟着丈夫走进军营时，别提
我心里多美了！”那些天，她天天都在为丈夫
的战友们洗衣服、补袜子，为他们唱歌，帮他
们做饭，也跟着他们学“叠豆腐块儿”。

1979 年，臧莲凤 29 岁。这一年，丈夫
复员外出务工，她独自在家拉扯两个孩子，
偶尔在周边打点零工贴补家用。

这一年，南部边疆烽烟弥漫。每天都收
听广播了解前线战事的臧莲凤，总觉得应该
为浴血奋战的前线战士做点什么。有一天，
电影里拥军的镜头在她脑海里闪现了，她灵
机一动：为什么不为战士们做一些鞋垫呢？

当晚，臧莲凤借钱买回来几十米棉布。
家里没有缝纫机，她就不分昼夜一针一线地
纳。十指全都磨出了血泡，但她坚持着，硬
是用半个多月时间纳出了 100 多双鞋垫。
连同一封慰问信，她把这些鞋垫寄到了炮火
纷飞的老山前线。

很快，解放军某部133分队全体指战员
给她回了信。手捧着这封带着感激之情的
回信，臧莲凤热泪盈眶，也更坚定了她拥军
爱兵的决心。那些天，臧莲凤拿着这封信找
了她一个个老姊妹，向她们表达了这样的愿
望：咱们能不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做点什么？

在臧莲凤的带动下，当地妇联也积极响
应。随后两个月时间里，仅偃师市寄往前线
的鞋垫就有3万多双。这一年，备受鼓舞的臧
莲凤还借钱买来了缝纫机。“我就是一个农村
妇女，别的不会做，有了缝纫机，就可以为战士
们多做点鞋垫了。”

北京、陕西、山西、山东……从1979年至
今，40年里，臧莲凤行程数万公里。每到一

地，她都会把自己精心制作的鞋垫和慰问品
送到战士们手中，也把母亲般的爱播撒在军
营里。

40年间，她的两个儿子先后在部队服
役。她组织的拥军服务队，也从最初的十几
个人发展到上百人。他们经常为部队送鞋
垫、水果、书籍，也经常深入军营缝洗衣被，
为战士们改善生活……

这些年来，臧莲凤先后 20多次被河南
省、洛阳市授予“爱国拥军模范”“拥军优属
模范”等荣誉称号。2000年 4月，央视将她
的事迹拍成专题片《兵妈妈》播出，在全国引
起了热烈反响。2016年 8月，臧莲凤被评为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拳拳拥军情

69 岁的臧莲凤老人，一直没有固定收
入。2011年，她家盖了 6层新房后，通过房
屋出租，家庭条件才有所改善。平时省吃俭
用的她，已为拥军付出了 30多万元。“钱又
算什么啊？现在很多退役的战士，还经常来
看我呢！”

1990年，臧莲凤被查出乳腺癌，已是中
后期。做手术时，她连自己的很多亲戚都没
有告诉，但一些战士还是知道了，他们利用
休息时间一批批赶到医院，围聚在臧莲凤身
边……“孩子们都念着我呢！”

军爱民，民拥军。老人和战士们相互牵
挂着。这一年的八一前夕，化疗中的臧莲凤
忍着病痛，硬让儿子用自行车把她推进了军
营。看着坐在床边吃力地为他们缝补衣被
的老人，许多战士都流泪了。

1991年，臧莲凤进京看病返家，她坚持

把家人为她买的卧铺票换成了硬座票，拖着
病体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下车时，她浑
身疼痛，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却不忘用省
下的车票钱买来100条毛巾、100块肥皂，连
同平时做的100双鞋垫，送往部队……

别看臧莲凤老人自己舍不得花钱，却舍
得把大把大把的钱用到军营——驻洛某部
搞绿化，她买了6000棵黄杨树苗送到军营；
战士吃菜困难，她购买了1万棵菜苗送到部
队，并手把手传授移栽技术……

勤快的臧莲凤，还经常把战士们的衣服
背回家，洗好晒干后再送回去。有一次，她
骑车取衣服回来时，暴雨突至，街道成河，她
连忙把自行车搁到路边，背着一大包衣服蹚
着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赶，浑身淋得落汤
鸡一般。

每年征兵季，臧莲凤都是义务宣传员。
近年来，她组织的“拥军服务队”，也由传统
的生活拥军拓展到了文化拥军。2017年，
她决定再组织一个拥军艺术团，跑前跑后挑
演员、排节目，还和当地妇联一起协调书协、
美协等单位到军营开展文艺活动。每次，她
还都会和官兵同台演出。

“在我眼中，那些年轻的战士都是我的
孩子。”每年春节，臧莲凤都会带着服务队去
给战士们包饺子。今年1月，臧莲凤因身体
不适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快过年时，她不顾
病痛挣扎着出了院，坚持到部队跟战士们一
起包饺子、唱红歌，战士们都说：臧妈妈包的
饺子跟自己妈妈包的饺子一个味儿，有家的
味道。

“我是农村人，不懂啥大道理。但能为部
队、为战士们做点事情，心里啥时候都是舒坦
坦、亮堂堂哩！”臧莲凤乐呵呵地说。1

70年，
爱如初恋“兵妈妈”的 50年

从少女到母亲，一晃半个世纪。69岁的臧莲凤老人有着一个响亮而温
暖的名字：兵妈妈。她说，能为部队、为战士们做点事情，心里亮堂——

□聂金锋

在豫西山区卢氏县五里川中学的“尊师
亭”内，有一块汉白玉描金纪念碑——曹植甫
先生教泽碑。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

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

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

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

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

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这是鲁迅一生中撰写的唯一教泽碑文，也
是被毛泽东称为“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的教
泽碑文。

享誉文坛的鲁迅，何以给素未谋面的普通
山区小学教员撰写教泽碑文呢？

一

曹植甫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教育
家曹靖华的父亲。

光绪十五年（1889年），20岁的曹植甫考
中秀才。以学识论，本可以得到更高功名。但
他痛恶时政腐败，又怜家乡文化落后，决心不
入仕途，立志从事乡里教育事业，培育家乡贫
苦子弟。他常说“山性使人塞，山性使人滞”，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让山里人开通起来，明
白起来，不做与世隔绝的“野人”。而他能做的
就是设校授徒，让山里人都能读书识字，明白
事理，摆脱愚昧无知和贫穷落后。

曹植甫一诺千金，诲人不倦。1934年秋冬
之际，65岁的曹植甫在豫西山区任教已整整45
载，他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释放智慧之光，照
亮了卢氏山区一代又一代贫苦子弟的心，有的
农户家祖孙三代都受过他的启蒙教育。

曹植甫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在教
学上，他因材施教，对贫寒的学生，则给予无私
的帮助。

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曹植甫身教重于言
教。一次，曹植甫觉得额头发烫，就躺在床上
休息，不料却睡着了。醒后，他匆忙拿起课本
赶到教室，一看上课迟到了。他拿起手板，让
学生黄永打他一板子后，对全班学生说：“学校

定的校规，大家都要遵守，校规不只是给学生
定的，也是给老师定的。我一个人晚到，耽误
全班学生上课，难道不应该处罚吗？”

“山性使人塞，山性使人滞，唯有教育方能
兴文化远愚昧，我愿三尺讲台立身育新人。”曹
植甫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诺言。

二

卢氏县汤河村有一处地热温泉，据清光绪
九年《卢氏县志》记载：“汤池在熊耳山足，夏可
熏鸡，冬可沐疡……”泉水是从崖壁石缝中自
然涌出，自古至今，长流不息。

长久以来，当地男女争抢洗浴，矛盾重
重。在汤河村执教的曹植甫看到这个情况后，
决心化解矛盾。他用粉笔在汤池前的青石板
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两行大字：“男界：一、四、
七、二、五、八。女界：三、六、九。”另在旁边写
有一行小字：“凡在三、六、九日，妇女界来洗澡
之日，敬请男同胞自行回避。”

为了确保方案落实，他亲自劝说人们遵守
规矩，还派小学生在妇女洗澡日暗地保护。年
复一年，曹植甫的“规矩”不断扩大影响，受到
当地群众普遍拥护。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当地男女以农历单
双为界，男单女双，大家自觉遵循，秩序井然。

三

曹植甫虽一直在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但从
不闭门教书。他通过儿子曹靖华获得《呐喊》
《彷徨》《野草》等许多进步书籍，阅读中，他的
思想也随之升华，常怀报国之心。

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队伍在
独树岭血战后跳出国民党的重重包围，抵达卢
氏县。蒋介石急派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六十
师急行军赶至五里川、朱阳关一带，企图卡死
红军入陕通道，利用天险消灭红二十五军。

春节期间，国民党第六十师师长陈沛为收
买拉拢群众，从外地请来剧团，要在朱阳关小
学院内开联欢晚会。曹植甫特写一副对联，贴
在舞台明柱上，引起了陈沛的注意和深思。对
联为：“舞台即是世界，世界便是舞台；演员在
演大家，大家都是演员。”

陈沛找到曹植甫当面叙谈。交谈中，曹植
甫直言不讳地说：“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当今日寇侵华，步步逼近，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贵军不在前线抗日，却来后方同室操戈
攻打红军，不知师长对此有何评论？”陈沛面红
耳赤，支支吾吾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敝
人是身不由己，上命难违……

没等陈沛说完，曹植甫就气愤地质问：“那
么天意、民意、世情、国情能违吗？岂不知水能
浮舟，亦能覆舟，民心更不可违！”

四

感念于曹植甫的谆谆教导和启蒙，1934
年，他的学生们商议要给恩师祝寿，于是致信
请托从苏联回国、正执教北平大学的曹靖华给
曹植甫撰写碑文。

曹靖华认为，儿子不便为父亲树碑立传，
最后他想到了鲁迅。曹靖华代表伏牛山区的
老同学，给鲁迅写了封信，表达了大家的共同
愿望，并附上一份从山区寄来的有关父亲任教
事迹的材料，请鲁迅撰写碑文。

鲁迅历来尊师重教，了解情况后，对曹植
甫产生了深深敬意。1934年 11月 29日，鲁迅
抱病欣然命笔，写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
文》，经曹靖华寄达卢氏。

当曹植甫意外得知学生们给他刻碑的碑
石已运到村口时，他当场指挥运送人员把碑石
运到水井旁，作为乡民汲水用的垫脚石。他跟
大家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没有资格在活着时
接受立碑赞扬。我碌碌大半生，教书生涯，维
恭维谨，力求不误人子弟，但没作出多大贡献，
当不起立碑。若树碑于道，不啻惑人耳目，亦
迹近招摇，将使我无容身之地。现在碑石远道
运来，正好做个井台石，为邻舍汲水之用，我也
就心安理得了。”他还把大家为他树碑祝寿所
筹集的资金，全部捐给了学校。

1958 年 10 月 14 日，89 岁的曹植甫与世
长辞。他的遗体简葬于故乡的山岗上。

为纪念曹植甫先生终身致力于山区文化
教育的业绩，1986年 9月 6日，鲁迅先生撰文
的曹植甫教泽碑文终于镌石落成，矗立于卢氏
五里川中学的“尊师亭”内。

如今，曹植甫淡泊功名、甘为人梯、毕生躬
耕三尺讲台的事迹，成为激励师生奋进的不竭
动力源泉，教泽碑更是成为教化人们尊师重教
的文化传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8

历史深处

□李亚民

今年 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也是我的伯父伯母结婚 70周年纪
念日。1949年，他们的婚礼就定在10月 1日。

我的伯父伯母一起生活了 70个年头，没拌
过嘴，没吵过架。在即将来到的 70周年结婚纪
念日，他们计划补拍一张结婚照，还要结伴儿去
北京旅游，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登长城看祖
国的大好河山……

伯父和伯母是从小定的娃娃亲。1949 年
10月 1日他们结婚时，伯父还上着学。伯母比
伯父还大两岁，每天在家做饭洗衣，还帮着伯父
整理书包，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他们双双参
加劳动，全村就数他们的出勤率高，多次被评为

“先进标兵”“劳动生产突击手”。伯父还先后当
过生产队长、团支书、大队党支部书记等。

1957年，他俩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伯母也
被任命为村妇女主任。1966年，伯母再次怀孕
时，他们喜上眉梢——之前，因为忙碌，伯母曾流
过一次产。近 40岁的人怀孕了，保胎最重要。
但伯母的妊娠反应非常严重，啥也不想吃，就想
吃个嫩玉米棒子，可那时的粮食都是集体的啊，
伯父说不能耍特权，伯母也说咱不耍特权，但就
是想吃啊……

伯父心疼伯母，急得团团转，夜不能寐。伯母
心疼伯父，急得打自己，骂自己没出息，闹腾了大半
夜总算睡着了，但梦里，还惦着玉米棒子哩……

1970年，伯父在县化肥厂找到一份工作。有
一天，厂里食堂改善生活吃饺子，伯父舍不得吃，
想拿回家叫伯母吃，但又怕人看见了笑话他，就
悄悄将饺子装进了口袋里。回到家时，伯父的衣
兜水淋淋的，饺子也坨成一堆儿全烂了。不过，
伯母一脸幸福地吃着，伯父也一脸满足地看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村庄，也唤醒了伯父
要先富起来的信念。他拿出所有积蓄，又借钱买
了一辆旧东风牌汽车，雇了个司机，跑起了运输。
每每他押车走了，伯母的心就也跟着走了。做好
的饭菜，伯母一遍遍凉了热，热了凉。只有等到
伯父回来了，她才能放下心，才能睡个安稳觉。

有一次，伯母等了一夜都没见伯父回来。
也就是这一夜，伯母的头发忽然白了许多。天
刚蒙蒙亮，她就到村口的大路上张望。后来，传
来了这样的消息：由于车上货装得太多，在过一
段颠簸路段时，伯父被颠了下来，受伤住院了。
来人说：“他伤得不重。车速慢，再加上是土路，
没啥大事儿！”但不管来人咋解释，伯母还是哭
晕了过去。

伯父住院的半月，伯母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给他洗脸，洗脚，擦身子，一天三顿饭没一顿重样
的。在伯母的精心照顾下，伯父恢复得很快。但
他出院后，伯母就再没让他去押过车。伯母说：

“咱没钱不怕，但我不能没有你。”
是啊，当年温婉如花的新娘，成了银发弓腰

的老妪；当年英俊儒雅的新郎，成了步履蹒跚的
老翁。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们的爱意，一点也
没有减弱。经过多年奋斗，两位老人还真成了村
里最早发家致富的“万元户”，在村里最早盖起了
小楼。

在他们的 60年钻石婚纪念宴会上，伯父给
伯母送了个钻石项链，伯母高兴得一会儿一摸，
惹得人们都哈哈大笑；伯母送给伯父的是一部手
机，让伯父整个宴会都没了心思，一直低头爱不
释手地看着，想尽快掌握各种功能……看着他俩
这样，我们这些小字辈儿们都羡慕不已，笑声不
断。席间的喝彩声中，掌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在
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两位老人才给大家讲起了他
们的恋爱史……

转眼间，10年又过去了。如今两位老人已
是四代同堂，儿孙们孝敬有加。两位老人整天乐
呵呵的，嘴里小曲不断。伯父常说，他这一生最
最感激的就是共产党，因为有党的一系列好政
策，才让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前些天我回去时，伯母特意把我拉到了一
边，悄声对我说，伯父的手机已经旧了，让我留意
着最新式的智能手机，等到他们70年婚庆时，她
要给他一个惊喜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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