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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王丽君

秋雨初歇，山水相依的新县郭家河乡湾
店村笼罩在淡淡的云雾中。湿滑泥泞的羊肠
盘山道上，张爱华老人手持镰刀，步履缓慢却
又不失稳健而行。

56年了，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周
至少两三趟，她都要翻山越岭，往返在五六公
里的羊肠道上。

79岁的她，至今还挂着“新县义务文物保
护员”的头衔。她的家门口，有一口“红军
井”；院子左侧，是当年红军曾使用过的“讲习
所”；她每周上山必去的地方，是有着 40多个
大小山洞的红色革命遗址“红军洞”……

一句诺言

湾店村潘湾村民组，178口村民散居在沟
沟坎坎间。这里因地势险要、山洞众多，上世
纪 20年代末起，一直是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
游击队员的主要落脚地。

当年，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
人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也囤积了不少物资；

当年，附近村民经常腰拴大布口袋，冒死
上山送粮；

当年，女英雄晏春山为保守党的秘密，在
这里纵身跳崖牺牲……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在张爱华家背
后的山上，有燕子洞、晏春山烈士跳崖纪念地等
红色革命遗址20余处；老人所在的村子，仅当
地民政部门认定的革命烈士就有80多名……

1964年春，一位曾在大别山战斗过20多
年的老红军故地重游，熟悉的山山水水，熟悉的
一草一木，尤其是一些山洞里留存下来的战友
们用过的餐具、生活用品，让老人感慨万千，他
找来张爱华，再三叮嘱她“好好守护红军洞”。

“这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是父辈流血牺
牲的地方，我一定会守护好的。”年轻的张爱
华使劲儿点头。

这一诺，已然56年……

一生守护

56 年了，爬山钻洞穿破了多少双布鞋？
清除杂草用坏了多少把镰刀？半个多世纪的
岁月，张爱华从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媳妇，成了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以前不到半小时就能上
去的山，如今来回一趟得两三个小时。

“上山有些吃力了，但不能不上啊。”老人
说，她这一生，已经把守护红军洞当成了自己
的事业。

在一些人眼里，老人这样的“事业”，无
非是用镰刀搂搂路边的杂草，低头捡拾一
下羊肠道上的石块，扫一扫山洞里荡进的灰
尘……老人却执着于担忧：若是红军洞遭到

破坏了，那些游击队员回来时找不到“家”怎
么办？若是纪念碑被雨水冲倒了，英雄们的
故事和烈士们的名字会不会被人遗忘了？

有一年，一场山火突来，她和老伴第一时
间拎着水桶跑到山上，并发动村民一起连夜
扑救……

有一次，一个商人把挖土机、钻探机开到
了山上准备炸山开矿，闻讯赶去的张爱华见
状，挺身扑在了放炸药的石头上……

“想损坏革命文物旧址？不行，谁都不
行！”56年了，老人精心呵护着山上的那些革
命文物旧址。“我这一颗心，就是要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下去。”

一脉传承

老人的身上流淌着红色血液。她的父亲
张贤盛是当年红军的擎旗手，母亲黄本英是
游击队员。父亲在临终时再三叮嘱她：一定
要报答党的恩情。

几十年了，老人一直觉得，守护好红军
洞，就是最好的报答。

“因为家庭原因，我小时候曾被敌人扔进
了河里……被救醒时，眼前都是戴‘五星帽’
的人！”有着 50多年党龄的张爱华忆起童年
往事，饱含深情地说，“是党救了我的命，是党
教会了我做人，是党给了我一切……守护好
革命遗址，是我对党报恩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 70年代末，红军洞被列为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后，文物部门为老人颁发了一
个“义务文物保护员证”。接过“红本本”的那
一刻，老人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多年的付
出得到认可了呀！”

“守护红色基因，也是为了传承。”老人
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红军洞，让红色精神代
代相传，有了“红本本”的她，经常会到附近一
些小学为孩子们讲述游击队钻山洞、打游击
的故事。

“‘保密洞’是红军开会的地方，‘休闲洞’
是伤员们养伤的地方，‘小亮洞’是警卫站岗的
地方……”如今的张爱华家门口，还有一条红
色文化长廊。在这里，张爱华经常绘声绘色、
如数家珍地向人们讲述红军洞的故事……

一颗初心

除了保护红军洞等革命遗址，张爱华还
不断收集革命文物，吴焕先用过的怀表、红军
战士用过的马镫……这些文物，有的陈列在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纪念馆，有的珍藏
在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展馆。

老人家的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泛黄的日
记。其中一篇里她这样写道：“青枝绿叶一遍
山，无数石洞在里边。这是当年革命的重地，
住过许多英烈……我虽然黑发离去白发添，
但一定要让英雄们的事迹代代相传……”

早在2019年 7月当选为“中国好人”的张
爱华，还是河南省“优秀文物保护员”。56年
了，在她的心里，她背后的山上，每一块石头
都镌刻着革命先烈们的脚印，每一抔热土都
浸染着先烈们的鲜血，每一个山洞都蕴藏着
厚重的红色故事……“是党和红军养育了我，
我要用一生来报恩。只要我能动，我都会坚
持守护下去！”2

□吴继红

那年中秋节前夕，家里赖以种地犁田的
那头养了几年的骡子忽然死了。秋收在即，
地里的活儿怎么办？父亲急得满嘴都起了
燎泡，但我却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只想着转
眼就是中秋节，可以吃到香甜的月饼了。

按风俗，八月初二就要开始四处走亲
戚，家里却连买月饼的钱都拿不出来。父
亲闷着头抽烟，母亲唉声叹气，我闹着要吃
月饼，母亲心不在焉地敷衍说等过了初二
再说吧。我知道，按照惯例，初二那天大姑
二姑会来我家走亲戚，她们一定会带月饼
——班里好几个同学都已经吃到月饼了，
甜腻的月饼香味儿勾得我悄悄吞咽了好几
次涎水。

终于盼到了八月初二，大姑二姑却没
有来。我掩饰不住失望，母亲却安慰我说，
大姑家两个张嘴吃饭的半大小子只大姑父
一个人上班，二姑家四个孩子，他们都不宽
裕啊！我似懂非懂，心里对月饼的热切渴
盼却丝毫没有减少。

八月初三快中午时，大姑和二姑终于
来了。我喜出望外，偷眼看看母亲，觉得她
好像也松了口气。大姑二姑带来的月饼也
不多，但母亲却给她们分回了一半儿，说：

“秋收也忙，我就不给你们回节了，这月饼
带回去让孩子们都尝尝……”奇怪的是，大
姑二姑稍做推辞就收下了月饼，而且分明
还很高兴。送走了大姑二姑，我迫不及待
想拿月饼吃，母亲却手疾眼快把剩下的月
饼又分成两份放进竹篮，然后踩着凳子把
篮子挂到了房梁上。

眼看着月饼被母亲放了起来，我委屈
的泪珠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母亲似乎很
内疚，擦着我的眼泪哄我说：“我们今年没
买月饼，这月饼得先去姥姥家、舅爷家走亲
戚。我们去他们家走亲戚他们就得给我们
回节，这月饼转一圈还得回到咱家，到那
时候你还愁没月饼吃吗？而且还没人跟
你抢……”我被母亲的话说动了。

月饼第二天就被送去了姥姥和舅爷
家，然后我就开始数着手指头盼着他们给
我们家回节，盼着月饼自己跑回来。

可不知怎么回事
儿，一直盼到八月十五
当天，也没见有人给我
们把月饼送回来。母
亲安慰我说到了晚上就有月饼吃了，我半
信半疑，却也无可奈何，只有等着，希望到
了晚上，属于我们的月饼会自己跑回来。

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一天，终于盼到一
家人吃晚饭。母亲把我们家那张吃饭的小
方桌搬到院子的天井里，然后神秘兮兮端
出一个用笼布蒙着的大托盘。我很激动，
一眼不眨地盯着托盘，可等母亲把笼布揭
开一看，我立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托
盘里哪有什么月饼啊！只有母亲蒸的一个
厚厚的大虚糕，虚糕正中是一个红红的枣
子，枣子周围洒满了碎花生。

看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手足无
措呆在了那里，准备切虚糕的手就那么僵
在半空里，哥哥们一动不动雕塑似的坐在
小桌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一言不发站起
来走出院子，月亮把他瘦长的背影拉得细
细长长的。父亲出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他
竟也哭泣着……

我们家送出的月饼，是在过完八月十
五后陆续“跑”回来的。此时的我吃月饼的
心思已淡了许多，母亲却似乎觉得终于能
够兑现承诺了，很是高兴地揭开花花绿绿
的包装纸，里面的月饼却早已不是当初我
看见的鲜亮模样，圆圆的小饼上面长满了
绿的白的长毛……

我看着一脸嫌弃，母亲却仍珍宝似的，
拿了干净的布把上面的毛小心地擦去，欢
天喜地地放在箅子上蒸。晚上，我们吃到
了母亲蒸过的月饼，但我觉得远没有当初
想象中的香甜。

时隔多年，我也做了母亲，也终于理解
了母亲当初的无奈和用心良苦。家里的条
件一天比一天好转，中秋节时，我再不用眼
巴巴看着月饼四处奔跑了，但那年的那个
中秋节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了我
心底深处永远抹不去的一份伤痛。许多年
了，它一直教我珍惜、教我奋进，教我永远
也不能忘记一位母亲的良苦用心和今天幸
福的根本。8

□高召

身着绿色工装，脚踏绿色电动车，穿
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送去报刊、信件、包
裹……这是汝阳县邮政局邮递员郑恒强每
天的工作状态。

“我负责的那片区域，单位、住户和商
户都比较多，所订报刊数量大，快递种类也
繁多。”郑恒强说，这样的状况不仅要求邮
递员体能好，还是对记忆力和细致耐心程
度的考验。

从事邮递员工作 22年的郑恒强，目前
每天需要送达的报刊近 150公斤。除此之
外，还有大量的包裹需要投递。一大早到
单位，经常完成这些工作时，已是中午一点
多了。

“对于邮递员来说，这还不算辛苦，一
年中最辛苦的还是收订季节。”郑恒强说，
每年秋冬时节，为按时投递并保证党报党
刊征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他经常中午在街
上随便吃点，下午继续上班，还利用晚上下
班时间走家访户，掌握报刊征订意向。

“现在网购已成为时尚，特别是节假
日，快递量特别大。我经常在送报刊时顺
便帮同事送送快递。”郑恒强笑着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郑恒强一直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那些天，他每天都会
提前到岗，对工作场所、投递用车、包裹邮
件等进行消毒，并备好自身的防护装备。

“只要看到是防疫用品的快递箱，我都会第
一时间送达。”话虽简单，事实上由于防控
形势严峻，各社区、路口封闭，禁止车辆通
行，投递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桃园社区是郑恒强所负责的区域里老
年人最多的一个。这里，也是他日常服务

“最投入”的地方之一。疫情期间，他每次
出班前都会特意带上一些关于新冠肺炎的
宣传页义务发放给那里的老人们，并主动
对那些无防范意识的老人进行劝导，倡导
他们自觉做好防范，杜绝疫情传播。

这个小区的秦大爷是郑恒强的老顾
客。那些天，每当他按时取回订阅的河南
日报等报纸时，老人都很满意，更是对郑恒
强赞不绝口：“俺家的报纸这么多年都是他
送的。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俺每天还能
看到最新一期的报纸，心里别提多感谢他
了！”

22 年，无数个晨曦初露的黎明，无数
个华灯初上的傍晚，无数个三伏炎热的夏
日，无数个数九寒冬的清晨，在平凡的邮
递员岗位上，郑恒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奔波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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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

10多年了，每到节假日，人们常会看到一
个背着摄影包、扛着三脚架的人，行走在豫鲁
苏皖淮海战役故地，寻找、拍摄当年的淮海战
役支前民工。他，就是永城市的摄影爱好者
王勇。

王勇拍摄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始于 2008
年。那一年，是淮海战役胜利 60周年纪念。
偶然的一次，喜欢摄影的王勇发现当年参加
支前的民工，年纪最轻的也已近 80岁。“都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
的。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
活？”

王勇陷入了沉思。随后的日子，他开始
关注那些默默生活在豫鲁苏皖交界大平原上
的淮海战役支前民工，“他们很多人都过着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可那一段历史
却铭记在他们心中。”

王勇四处寻找，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拍照，
“最初我也就是想办一个支前民工摄影展，让
人们通过镜头记住这些为淮海战役胜利做出
过贡献的普通人。”但他很快发现，他采访和
拍摄的数百名支前民工，每个人背后都有一
段感人的故事——

在睢县，王勇采访过这样一对老夫妇：淮
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向驻守碾庄的国民党
军队发起攻击时，丈夫上前线送弹药和军粮，
妻子在后方为部队做军鞋、摊煎饼……

在民权县，一个 20出头的民工牵着驴，
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饿了就吃点红薯，渴了
就喝点地上的雪水……天上飘着鹅毛大雪，
刚做的新鞋舍不得穿揣在怀里，赤着脚在雪
地里走了 50多公里赶到双堆集战场……“现
在一遇阴天下雨，我的脚就疼。”当年的民工
程祥庆回忆说：“有一次在战场上运送伤员，
为了不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飞机扫射时，民
工们就赶紧用身体护住伤员，好几位老乡当
场就被打死了。”

同样感人的故事还发生在永城市演集镇
汤继祥身上。他婚后第5天，村里几个年龄差
不多大的小伙子支前时，他也主动报了名。

妻子拉住他的手说：“就
你积极！刚结婚，就不
能在家多待两天？”汤继
祥劝道：“解放军拼死拼
活地为老百姓打国民党
反动派，打地主恶霸，连
命都丢掉了，咱分开几
天又算得了什么？等全
国解放了，天天都能过
上好日子。”一连 47天，
汤继祥把“蜜月”丢在了
战火纷飞的支前路上。

采访中，王勇还搜
集整理了大量已故支前
民工的事迹材料，他一
边为自己没能为他们拍
一张照片遗憾，一边为
他们的壮举感动。支前
模范李春英就是其中的
一个。

李春英是永城市马桥村南街人，丈夫和
长子参军后先后牺牲了。在淮海战役陈官庄
歼灭战中，李春英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磨面
粉，全力以赴支援前线。1950年，她又把刚满
16岁的小儿子送上抗美援朝战场。1956年，
李春英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革命老根据
地人民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她被推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当年，豫鲁苏皖人民提出了‘倾家荡产、
支援前方’的豪迈口号，各地涌现出许多父子
争着上前线、妻子送郎去前方的动人场面
……当时，光是离开家到前线去的民工就有
543万，战区的群众几乎全面动员起来了呀！”
在拍摄中，支前民工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王勇
心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说：“我爷爷和外
祖父也都是支前民工，我在小时候，常听他们
讲支前的事。在淮海战役中，共产党用 60万
打败了国民党的 80万，支前民工大军出动了
88万辆小推车和30.5万副担架……”

“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用镜头留住
最后的支前民工，也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
事。”眼下，王勇采访拍摄支前民工的活动仍
在继续。他说：“我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劲儿拍
摄他们，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
战争中牺牲的很多人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
今天的幸福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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