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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的弃婴寻恩人

保洁大姐双手“擦”出一套房

一件没有发出去的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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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农历腊月，保洁工李丽的电话

便响个不停。“大家都想过一个干干净

净的新年,家里面要清扫一遍。所以

春节前是我们保洁工作的旺季，活儿

一件接着一件，忙得团团转，累得腰酸

背痛的，我们是累并快乐着。”李丽一

边勤快地拖着地，一边热情地介绍。

44岁的李丽性格乐观、做事麻利，

雇主都很喜欢她。2000年她外出打工，

由于没有知识和技术，便在城市里当了

一名街道环卫工，后来进入家政公司当

保洁员。“当时特别爱面子，干活的时候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后来就想通了，

咱一不偷二不抢，凭自己的一双手辛苦

劳动得到的，有什么丢人的呢？就这样，

我一干就是20年。”李丽爽朗地说。

为了照顾孩子上学，2006年李丽

返回宁陵县城干起了老本行。“开始的

时候，是我一个人干。接着，就领着要

好的姐妹干。2015年，我注册了一家

公司，领着一群人干。公司就叫宁陵县

顶信保洁，顶是第一的意思，信是诚信，

这也是我做保洁工作的信条。”李丽说，

“保洁时，比如椅子腿、桌子死角、冰箱

顶，这些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我都要

仔仔细细擦几遍，做到一尘不染，让顾

客十分满意。”

有一次某个单位突然接到通知，要

迎接上级检查。李丽接下了办公楼的

保洁活儿，要求一夜之间清理干净。李

丽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带上8个姐妹

投入了劳动，扫的扫，拖的拖，擦的擦，

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第二天，整个办

公楼焕然一新，而李丽她们却一身尘

土，累得爬不起来。

最近，李丽接到一处建筑工地的保

洁活儿。活儿干好了，工钱却没有及时

给付。姐妹们闹起了意见，纷纷找李丽

讨要工资。李丽一边向工地老板催要，

一边自己掏钱垫付。“我自己吃亏赔钱，

也不能亏了我的姐妹。”李丽说。

李丽从来不把自己当老板看待，干

活的时候她总是冲在前面，给大家做个

表率。她原本细腻的一双手，经过常年

的浸泡，变得干枯和粗糙。“我这一双

手，开始的时候，它是在挣钱养家糊

口。现在呢，它是在创造美好生活。这

几年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县城买

了一套商品房，让孩子在县城接受优质

的教育。”李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丽常常教育女儿，自己就是吃了

没有学问的苦头，要求她引以为鉴，好

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她也常常告诉

儿子，工作不分贵贱，所有为生活而努

力的人都应该值得敬佩。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闫占廷

“喂，小东吗？你舅舅现在情况怎

么样？我和你婶子给他准备了棉衣，还

有他最喜欢的烧鸡，听说南小寨村疫情

形势比较严峻，来回都得隔离，不能去，

我准备把东西用快递寄过去。”

“志超叔，我舅舅因病走失，您收留

七年，回来后，您一家一年来几趟，又买

东西又送钱，我们感激不尽。但是现在

河北疫情厉害，快递没人送，你寄衡水

我这儿，我也不能去，等形势好点儿我

给您打电话。”在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

庭宁陵县程楼乡沟厢东村白志超家，记

者看到白志超正与他曾收留七年有智

力障碍的老人郭福寿的外甥、河北衡水

的李永东视频对话。

打开包裹，记者发现有新买的皮棉

衣，三个真空包装的烧鸡，五斤牛肉，今

麦郎方便面，特仑苏纯牛奶，蜂蜜枣糕

等，像开了个杂货铺。“这个是皮衣，老

郭没人洗衣服。这是保暖棉衣，是给他

弟弟的，也是个有智力障碍的人。”白志

超的妻子王永花说。

据了解，2006年冬天，白志超在宁

柘公路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位衣衫褴

褛、蓬头垢面、冻得几乎丧命的老人

——郭福寿。白志超不仅把老人留在

了家中，还一边照顾老人，一边为他寻

找家人，这一找就是七年。七年时间，

白志超将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当作

自家的老人,养着他、照顾他，2000多

个日日夜夜，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2013年，白志超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帮

老人找到了远在河北的家,让老人回到

了亲人身边。从2013年至今，白志超

每年都要到河北邢台仁里乡南小寨村

走亲戚，有时儿子儿媳还带着孩子去河

北冬送棉，夏送单，看望老人。

白志超的事迹在豫东大地被传为一

段佳话，树立了河南人的最美形象，他也

因此受到中宣部、全国妇联、河南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商丘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的表彰。曾获得全国孝老爱亲最美

家庭、河南省最美家庭、2015“感动商丘”

十大新闻人物、“商丘好人”等荣誉。

邢台宁陵一线牵，七年相聚结情

缘。“等疫情一有好转，我立即把这个没

有寄出去的包裹再给老人发过去，明年

开春我们全家都去看他。”白志超站在

老人曾住过的屋子门口说。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夏金明

1月19日上午，冬日当空，朔

风劲吹。襄城县范湖乡大郭村

“花王”陈瑞峰家，人头攒动，笑声

阵阵。

什么事这么热闹？原来，

2020年村里“两花”基地大获丰

收，亩均纯利润7000多元，陈瑞

峰要兑现承诺，给股民分红了。

陈瑞峰，3年前因企业改制，

返乡创业，成立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先后流转村里600亩土

地发展黄蜀葵花、金丝菊花，与江

苏、安徽等地中药材公司签订种

植合同，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岁末年

初，又到了分红的时候。

人员到齐后，陈瑞峰烧上水，

拿出自己种的黄蜀葵、金丝菊花

熟练地泡上，边沏茶边大声宣布：

“伙计们，现在分红！”说着，他从

衣兜里掏出分红清单，展现在大

家面前：陈广川20万元、陈永召

18万元、陈文灿2万元、陈瑞峰50

万元。

陈广川看到清单后直言快

语，“瑞峰，你入股150万元操心

大，才分50万元。我入股20万元，拿16万元就行了！”陈

永召也随声附和，“瑞峰应该多分点，我入股7万元，你就

给恁多，我拿15万元就中了！”“都别争了，今年‘两花’大

丰收，就按清单上的办！”陈瑞峰坚定地说。

就连分红最少的陈文灿也喜出望外，“瑞峰，我也没

拿钱入股，你怎么也给我2万元呀！”陈瑞峰接过话茬说：

“你入的是干股，还有给你的辛苦钱。”

原来，陈文灿以前是个贫困户，人勤快、脑子活。

2019年陈瑞峰安排他到合作社负责田间管理。“上任”后

的陈文灿认真负责，起早贪黑带领务工人员忙碌，抽空还

指导“两花”烘干，一年下来务工收入1.3万元。陈瑞峰看

他十分辛劳，就给他多发了7000元。

“花王”分红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大郭村，

村民一边夸奖陈瑞峰能致富“风格高”，一边向陈广川、陈

永召、陈文灿“恭喜发财”。

不一会儿，屋内屋外围满了人，争先恐后要求跟着陈

瑞峰干，特别是从上海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挤到最前面，

“瑞峰哥，我入股20万元。”陈金岗兴奋地说。“我入股10

万元。”陈光明怀着期待的目光说。就连54岁的陈广平也

迫不及待地说：“瑞峰弟，我也跟着你种药材吧！”

“你们不是都在外打工吗？”陈瑞峰带着一脸疑惑问

道。“在外打工，一年辛辛苦苦也挣不了几个钱，跟着你干

能赚钱，又能照顾家，这多好呀！”他们纷纷表示。

室外寒风阵阵，室内温暖如春。面对村民期待的目

光，陈瑞峰深情地说：“只要老少爷们相信我，今年种植面

积扩大到1500亩，再建个烘干厂，带动更多人共同发家

致富！”“瑞峰讲得好，今年跟着你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村

民们种植“两花”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茶香在屋内屋外

弥漫。

“感谢杨阿姨当年救我一命，如果当年您

没有救我，可能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一位中年

女子泪眼婆娑，双腿下跪，手掌合十，口中念念

有词，向一位老者讲述自己的来历。连日来，

某社交平台的一个短视频在西平县的微信朋

友圈中广为流传。

1月18日，几经辗转，记者见到了视频中

的两位主人公，听她们一起讲述了这段跨越半

个世纪的寻恩之旅。

“当年我一出生就被抛弃了，是杨荣鲜阿姨

救下我，并把我托付给我的养父母。”杨荣感慨地

说，“没有杨阿姨，我就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

杨荣口中的杨阿姨叫杨荣鲜，西平县师灵

街人，先后在师灵镇卫生院、专探乡卫生院、县

妇幼保健院、县公疗医院从事妇产工作，1990

年正式退休。

几经提醒，杨荣鲜才回想起50多年前的

一幕往事。

1965年，正在专探乡卫生院妇产科上班

的杨荣鲜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那年夏天

的一个傍晚，医院里送来一位即将临盆的妇

女，杨荣鲜和同事们一阵忙活过后，产妇顺利

产下一名女婴。

杨荣鲜拖着疲惫的身躯把孩子抱给这名

产妇看，没想到她竟然死活都不愿接受这个刚

刚降临的小生命。

“当时我好劝歹劝，那名产妇就是油盐不

进，说啥不要这个孩子。”说起当年的情景，杨

荣鲜的眼睛有些湿润，“咋说也是一条生命呀，

没办法，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了专探西街的杨白

孩夫妇，这两口子不能生育，一直盼望着能有

个孩子。”

一晃50多年过去了，看着自己当年救起

的弃婴找上门来报答恩情，杨荣鲜拉着杨荣的

手，感觉就像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闺女，

咋也看不够。

杨荣告诉杨荣鲜，养父母一直把她当作亲

生闺女养。杨荣长大后在大连做生意，打下一

片天地。2011年，杨荣出资在老家给养父母盖

了一幢两层小楼，让两位老人颐养天年。

房子盖好两年，养父就因病去世，料理完

养父的后事，杨荣就把养母接到大连和自己一

起生活，每日里嘘寒问暖。

2020年6月，杨荣的养母也因病去世，老

人在弥留之际拉着杨荣的手说：“孩子，你能有

命活，可多亏了给你亲娘接生的杨荣鲜阿姨啊，

要不是她，你也不可能活在世上，我们也不会有

这母女的缘分，给你起名叫‘杨荣’，就是想让你

一辈子记住你杨荣鲜阿姨的恩情啊……”

几经打听，杨荣终于找到了杨荣鲜的下

落，1月11日一大早，她就在老家邻居的帮助

下，带着礼物来到杨荣鲜家。

“这次寻恩之旅，为我打开了55年的心

结，解开了55年来我心中的困惑。”杨荣回忆

起当天的场景感慨地说，这也算是对养父母在

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吧。

“今后，我会常回来看望杨阿姨，过去的事

就让它随风飘散吧……”谈及未来，杨荣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刘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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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凡 赵柯炎

1月21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南

乐县谷金楼镇后陈家村防控疫情值班

卡口来了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请求义务

参加后陈家村卡口值班，他的名字叫兰

元昊，是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测技系

大一学生。

兰元昊同学不但要求义务值班，还

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零用钱全部捐

献给了后陈家村，用于村里购买抗疫

物资。卡口值班的村干部高兴地接过捐

款，连声夸赞这真是好学生，好青年。

兰元昊值班非常认真，也非常勤

快。他看到卡口周围不太干净，就拿

起大扫帚打扫起了卫生。有人说00后

的孩子娇气，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不

说空话，不畏严寒天气，认真做事的00

后青年大学生，他在疫情肆虐的危急

时刻，直面艰险，成了一位坚强无畏的

“逆行者”。

兰元昊在卡口认真测量入村人员的

体温，并记录下每位来村出村人员的详

细情况，这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

卡口值班的党员干部的交口称赞。

当大家正在谈论这位新来的义务志

愿者的时候，包村干部兰志刚也来参加

卡口值班了，年轻人看到他，笑了，说道：

“爸爸，你也来了，那咱俩一起值班吧。”

听到这里，大家瞬间明白了，原来这个年

轻人是后陈家村包村干部兰志刚的儿

子。怪不得这个小伙子这么优秀，肯定和他父亲的教诲影

响分不开。

兰志刚同志多年来一直是谷金楼镇政府里的优秀干

部，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多次挂职软弱涣

散、信访村的支书，也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挂职村转弱

变强，转信访为稳定村。他的心里只有工作，他的嘴里说的

也是百姓的事，他包的后陈家村百姓都亲切地叫他志刚，从

不叫他兰主任。

谷金楼镇镇长邢晓伟接过话头说，兰志刚同志在家里

也是时常教育儿子，做人一定要踏实，做事一定要认真，到

了大学里面要积极上进，学到真本领，将来为社会为国家多

作贡献。

这不，村里刚开始进行抗疫值班，就有了开篇那一幕

——元昊在家里听到父亲和村干部打电话谈有关卡口值班

的事，于是就主动来到了后陈家村卡口，要求值班、捐款。

人们不禁向最美抗疫卡口的父子兵致敬:尽管疫情严

重，尽管困难重重，有了这样的坚强岗哨，我们必将打赢疫

情防控这一战！

1月21日上午，暖阳初照，在郑州思润

农业生态园葡萄种植大棚里，农业技术员杨

风博蹲在地头，聚精会神修剪着葡萄藤。

2011年杨风博毕业于西安职业技术学

院，同年11月到郑州果树所实习，腿勤手快

的他实习期满，顺利进入陈锦永教授科研

组做科研助理工作，查资料、做实验，地里

的活儿他也兼顾着。每到炎热的夏天，大

家都会找各种理由躲在办公室里，杨风博

却跑在前面，冒着38℃的高温给果树疏花、

疏果、打药以及剪枝。冬天下大雪，在地里

干活，用手指测量雪的厚度，晚上起来还得

看看雪下的大不大，及时清理棚顶的雪，怕

把棚压塌。

“别人不会主动带你去学习，得自己机

灵，多看多观察多动手，还得闷着心劲儿去钻

研才能学到本领。”杨风博说。冬闲的时候，

他跟着科研组的博士们辗转云南、新疆、东

北等地做实地考察、写情况汇报材料，他的

身影遍布大江南北。2016年，他取得了“一

种提高葡萄坐果脱涩的方法”和“一种促进

葡萄增糖增色早熟的方法”两项团队专利，

个人也取得了“一种宽度可调节式果树环剥

刀”和“一种葡萄花序整形工具”两项专利，

2018年完成了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园艺果

树研究生学业，还考取了高级农艺师证。

2019年，杨风博跟着前辈合伙承包了

郑州市中原区小榆林100亩地，种植了蟠桃

和夏黑、醉金香、红地球、阳光玫瑰等品种

葡萄，每天早、中、晚去地里观察葡萄长势，

他发现，葡萄一般在5月1日左右开花，5月

10日坐果，坐果期间，很多葡萄生理落果严

重，需要保果。一般葡萄第四片叶长出花

穗，可在第六片叶长到正常叶片大小的三

分之一时摘心，这样可提高坐果率，提高产

量。到6月底，葡萄转色期，进行主干环剥，

还可使葡萄增糖增色，以达到早熟目的。

有了这样的实践检验，他尊崇“自然农法”，

从没打过除草剂，连打的农药也是精心配

制而成的有机农药，肥料也用的是有机

肥。果园养殖了一些小动物（羊、鸡、鹅

等），既能除草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结出来的果实味道也会更丰富。

2020年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市场消

费能力普遍下降，收获的大棚葡萄味道再

好没有品尝者也愁人，为了销售，他想了很

多点子，试过很多办法，最后借助网络销售

平台，成功将自己的水果销售出去。在农

业圈里小有名气的他成了真真正正的种植

葡萄“多面手”。同时，他还用了30亩地与

别人联合开发新品种，准备再接再厉大干

一把，憧憬着2021年来个大丰收。谁知

2020年11月，又因为各种原因，果园经营

遇到很大挫折，杨风博委屈得不得了。

陈教授以及其他老师们听说后找杨风

博谈心，杨风博又鼓起了生活的风帆，“挫

折都是人生的经历和锻炼，想想刚入行的

时候，又苦又累又没钱，还积极乐观的当个

小跟班，现在既掌握多种栽培技术，勤奋能

干还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最难的时候都挺

过来了，还有什么坎过不去。”

很快，经老师们介绍，杨风博再回果园锻

炼自己，从果园技术员开始干。他累了疲了

躺在地里向天上看，思考着，自己这十年来经

受了严寒酷暑、皮肤晒伤、手上磨泡，整天都

泡在地里，连个恋爱都没时间谈。看看身

边同学在其他岗位，干着比农业轻松的活，

挣的钱还比农业这个行业多，萌生了转行的

心思，但又一想，转行以后自己又能干啥呢，

也许再坚持一下总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作为90后会技术的杨风博，沉得下心，

受得住苦，耐得住寂寞，为了梦想他心甘情

愿奔波在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蒋晓宇

蹲在地头种出好葡萄，俺愿意！
□魏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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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派奖+金条
福彩“辛丑牛”回馈活动正进行

为了庆祝农历辛丑牛年的到来，2021年1月18日0
时至3月5日17时，福彩“辛丑牛”即开票2亿元派奖活动
重磅来袭，同时还有“试刮有礼”、河南福彩“送金条”活
动，更多好运等您来！

活动一中多少、送多少：此次活动仅针对全国联销的
10元、20元面值“辛丑牛”生肖票进行派奖。其间，对单张
彩票兑取50元、25万元以及100万元三个奖次进行派奖，
兑取50元的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兑取25万元的
中奖者，派送25万元固定奖金；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
送100万元固定奖金。派奖活动时间以销售机构销售系
统实际兑奖时间为准，中奖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兑奖。

活动二试刮有礼：2021年1月14日至15日，每天9

时至22时，用户只要关注“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并
完成手机号绑定，即可免费参与“辛丑牛”生肖票试刮活
动，有机会获得随机现金红包奖励，现金红包发完即止。
目前，试刮活动已经结束。

活动三河南福彩“送金条”：为回馈广大购彩者，河南
福彩相应开展“送金条”回馈活动，2021年1月1日0时至
3月5日24时，针对面值20元的“辛丑牛”生肖即开票，活
动期间凡单张刮出2000元，可额外获得5g金条1根。

亿元派奖福运到，有福有彩中国牛。您准备好迎接
牛年好运了吗？目前，“中多少，送多少”亿元派奖活动、
河南福彩“送金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一起来感受“辛
丑牛”带来的惊喜与欢乐吧！ （豫福）

腊月初八，好运“快乐8”，1月20日，正值腊八节，福彩
“快乐8”第2021020期开出1注“选十中十”500万元大奖，
花落河南，这也是自“快乐8”上市河南以来，全省中出的第2
个500万元大奖。

数据显示，该大奖出自南阳市镇平县杨相庄路口路南
41138202号投注站，中奖彩票为一张单式2元票，幸运彩民
仅凭1注“选十”号码，命中当期大奖500万元，再现大奖福地。

“中奖啦，终于中个大奖啦，太好啦！”大奖投注站业主杨
晓得知中奖喜讯后，激动不已。她经营投注站五六年了，一直
兢兢业业地为彩民提供服务，站点的福彩销量一直不错，“今
年，不少彩民说，店里一定会中出大奖，没想到，这就实现了。”

对于中奖彩民的印象，杨晓表示，每天来购彩的彩民很
多，没有什么印象，但彩民仅仅花2元，买了一注号码就中了
500万元，“真的是太幸运了，恭喜彩民，这是新年大礼呀！”

据悉，自2021年1月8日福彩“快乐8”上市河南以来，受
到广大彩民的欢迎，也不断传出中奖喜讯，第2021014期，洛
阳市41030276号福彩投注站中出全省首个500万元大奖，
为一张2元“选十”赠票；第2021015期，平顶山市41540390
号福彩投注站中出30万元大奖，为一张20元“选九”复式票。

福彩“快乐8”，向幸福出发。目前福彩“快乐8”正在火热
销售中，天天开奖，全中有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也有奖，
更多惊喜等您来拿。 （豫福）

花落南阳，河南彩民再中福彩“快乐8”500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