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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三位老人，抚养了五个娃
马爱真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两个家，今天她要领“中国好人奖”

文/片 记者 汪泷 丁安顺
通讯员 张明 赵延怀

侄子和女儿上班了
日子越来越好

8月5日(星期五)上午8点，
在曲阜市鲁源新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将举行2022年第二季度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2008年4月起，中央文明办
已连续14年组织开展网上“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定期
发布“中国好人榜”，举办“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届时，获得“中国好人奖”
的马爱真将到现场领奖。

8月2日上午，汶上县领导要
来慰问即将领取“中国好人奖”
的马爱真。为了方便照顾，马爱
真的母亲现在跟马爱真夫妻俩
住在一起。听说县领导要来，马
爱真特意提前陪双眼失明的母
亲出门散步。记者走进她家时，
娘俩刚散完步进门，马爱真小心
翼翼地把母亲搀扶到床上休息。

不多时，汶上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副县长李红一行人来
到马爱真家。

“以礼相待 礼敬榜样”是
汶上县的优良传统。尤其在得知
马爱真即将启程领奖后，李红带
来的不仅是慰问，还有女性间的
家长里短。从下车见到马爱真的
那一刻起，两人的手一直拉在一
起。直到马爱真的小侄女坐到身
旁时，李红才腾出手揽住小侄女
的肩膀。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
让没经历过大场面的马爱真很
是宽慰。

众人离开后，马爱真的丈夫
张现学提着一袋子药回来了。岳
母不仅双目失明，还患有精神疾
病，每个月他都按时到县城的医
院领取免费药物。“这两年出去
打工的时候少了，再加上母亲前
几年病情加重，我俩就在家里一
边伺候两个老太太，一边拉扯这

仨孩子。”张现学说。
公公在张现学小时候就去

世了，三个月前，马爱真卧床多
年的婆婆撒手人寰。几年前，马
爱真的父亲出门给孙女买自行
车时遇车祸离世。如今，马爱真
的大侄子和大女儿已经外出打
工，两个儿子和小侄女也上了初
中，平日里还能帮着家里干点农
活。现在除了主要照顾老母亲，
马爱真和张现学两口子肩头的
担子轻了不少。

“好多了，日子确实越来越
好了。”说到这，马爱真顿了顿，
语气中有些哽咽，仿佛20年来的
经历又浮现出来。一旁的张现学
感叹说：“最难的时候，她在屋里
抱着孩子哭，我在院子里一边烤
尿布一边掉泪。”

弟媳生下男孩后
夫妻俩帮着抚养

1997年，刘楼镇小邵村的马
爱真和康驿镇水店村的张现学
走到了一起。两个村子不远。十
里八乡都知道小邵村老马家的
情况，马爱真的父亲双眼几近失
明，母亲双目失明还患有精神疾
病，马爱真的弟弟同样患有精神
疾病，一直以来只有马爱真撑起
这个“跌跌撞撞”的家。

“当时就看着老张人踏实、
勤奋，我俩一定能把日子过好。”
没承想，结婚后没两年，马爱真
的婆婆身体出现状况，经常大小
便失禁。有一次吃晚饭时，老人
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到地上，两人

慌里慌张地将老人送到医院，经
诊断，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咱农村人哪懂这个。开了药把
娘（婆婆）接回来安顿好，想着今
后伺候好就是了。”

2000年，怀孕的马爱真还没
来得及沉浸在喜悦中，弟媳先生
下了一个男孩。“当时弟弟和弟
媳也是人家撮合的，是个哑巴，
自理能力很差。”马爱真回忆说，
弟媳都没来得及去医院，坐在床
沿就把孩子生了，“那时候我怀
孕6个月了，听说后骑上自行车
就往娘家赶。路上撞上一头牛，
自己也跟着飞了出去。”

帮着弟弟两口子把孩子安
顿好后，马爱真回到家久久不能
平静。她对张现学说：“就他两口
子，养活自己都费劲，这个孩子
跟着他俩肯定活不了。”听了妻
子的担心，心软的张现学表示，
把孩子接过来吧，咱俩养。

记者问起当时的决定，张现
学乐呵呵地说：“当时没考虑太
多，就想着大不了我辛苦点，出
去多赚钱，起码能让这孩子活下
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想象
的难。4个月后，马爱真的女儿呱
呱坠地，月子里的她几乎没有一
刻能养养身子，“我都是一手抱
一个。有时候，夜里这个饿哭了，
那个也被吵醒，我硬撑着爬起来
哄了这个、哄那个。”

张现学白天给人家开车拉
活，晚上赶回家帮着照顾孩子和
老母亲。张现学告诉记者，两个
孩子尿布用得多，当时又是冬

天，换洗完的也来不及晾干，“我
就天天夜里在院子里烤尿布，经
常烤着烤着就睡着了，有几次还
把尿布烤着了。”

细心伺候老人
还是五个娃的“妈”

在邻居们眼中，马爱真两口
子不仅孝老爱幼，两人的吃苦耐
劳更是让他们敬佩。

当时，在外给人开车的张现
学一天只挣几十块钱，给两个嗷
嗷待哺的孩子买完奶粉，就剩不
下几个钱了，更不用说照顾母亲
和接济岳父家了。

于是，两口子一番商量后，决
定先由马爱真独自撑起这个小
家。马爱真不仅悉心照顾婆婆、拉
扯两个孩子，天天往娘家跑给父
母、弟弟一家送吃喝，还操持着这
两个家的8亩多地。夏种、秋收时，
她恨不得背着孩子下地干活。没
了后顾之忧的张现学，借钱、贷款
买了辆小型推土机，在汶上周边
的工地开推土机挣钱。“2000年
后，正好赶上村村通工程，后来又
赶上修高速公路啥的，活特别
多。”张现学说。

在工地上，张现学是出了名
的“拼命三郎”，别人的工程机械
是两人一组轮班，他为了多挣
钱，都是一个人开，“开工前，我
买上一大包火腿肠和面包，吃住
都在车上。”张现学还记得，最拼
的时候，他连续工作48个小时没
合眼、没下车。买完推土机两个
月后，张现学还完了所有的借款

和贷款，这让周围的邻居们大吃
一惊。

冥冥之中，两个家之间扯不
断关联。2007年，马爱真的第三
个孩子出生不久，她的弟媳又生
下一个闺女。马爱真说，弟媳之
前生下过一个男孩，没两天夭折
了，那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一想起来，我就疼得难受，所以
看到这个女孩，说啥我也得把她
拉扯大。”于是，马爱真伺候着两
家老人，还成了这5个孩子的娘。

盖起三层小楼
给孩子当婚房

孩子们渐渐长大，大侄子和
大女儿相继分担了不少家务事，
三个小的也懂事了许多。马爱真
两口子分出一些精力，想着法子
挣钱。

“一开始，我俩轮流出去打
工，留一个在家照顾老人、孩子。
我毕竟是个女的，文化水平不
高，在工地打工又干不了重活。”
马爱真说。于是接下来，张现学
依旧在外开推土机，马爱真则一
边照顾家，一边承包了40亩地，
又在旧宅子里养了十几只羊。就
这样，连轴转的两口子，让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2020年，孩子们渐渐大了，
旧宅子的三间屋住不开了。夫妻
俩又买了一块新地，花几十万元
盖起一栋三层小楼。一侧给孩子
们住，另一侧准备给最先结婚的
孩子当婚房。说这话的时候，张
现学明显地高兴起来。他告诉记
者，在湖南打工的大侄子（妻侄）
前几天探亲，领回来个女朋友，

“等他结婚，那一半新房子就给
他迎亲”。

最近火出圈的视频中曾有一
句话：“让孩子孝顺自己的最好方
法，就是默默孝顺父母。”马爱真
两口子的言传身教显然如此。

远在苏州打工的大女儿，每
次回家都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
西，不仅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
给长辈和弟弟、妹妹们买的新衣
服。大侄子会不年不节的时候回
来，是因为娘儿俩（姑姑和侄子）
视频聊天时看出姑姑走路一瘸
一拐，“我给他说是静脉曲张，没
大事。谁知道，没两天这小子就
回来了”。进了家门的大侄子对
姑姑嘘寒问暖，还硬塞了2000块
钱，“说让我治病，不够他再挣”。

“让孩子孝顺自己的
最好方法，就是默默孝顺
父母。”新近出圈的这句
话正好印证了汶上马爱
真两口子的言传身教。在
山东省汶上县康驿镇水
店村，马爱真是远近闻名
的好女儿、好姐姐，马爱
真的亲生父母、弟弟和弟
媳患有疾病，她承担起照
顾这个家的重担；她又是
好媳妇，16年如一日悉心
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
婆婆以及亲生父母；她还
是好妈妈、好姑姑，养育
着自己仨孩子和弟弟弟
媳的两个孩子，并将他们
抚养成人。

记者 郭健 李增浩

“老人无儿无女，我就是想
给他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让
他身边有个能说说话的人。”今
年67岁的新泰市宫里镇王家隅
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森说。

故事要追溯到40年前，当
时王庆典在王长森所在的砖厂
打工，其间老人诚恳踏实的为
人态度，给王长森和同事留下
了深刻印象。几年后砖厂关闭，
王庆典一时间没了去处。细心
的王长森看出了他的苦闷，告
诉老人愿意把他接回家里一起
生活。“厂子没了，家还在，今后
我来养活您！”

王庆典老人无儿无女，仅
有的亲人也不在身边。从此王
长森便扮演起了“儿子”的角
色，一扮就是40年。村里街坊邻
居都对这对没有血缘的“父子”

连竖大拇指，跨越血缘亲情的
孝道，成了村里年轻人学习的
教科书。

年近90岁高龄的王庆典回
忆，有次他患上了带状疱疹，王
长森每天骑着自行车载着他去
诊所打吊针，坚持了近一个月，
直到痊愈。路上遇到同村的乡
亲们，大家望着这一老一少的
背影，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就算是亲儿子又能怎样？”老

人动情地说，激动的泪水已经
在眼眶里打起转来。老人说，这
样的例子数都数不过来。

在王长森影响下，他的妻
子、儿女将这份跨越血缘的亲
情演绎得更加鲜活。王长森平
时要忙村里的工作，妻子便替
他挑起家里的担子，白天下地
干活，晚上还得洗衣做饭，但是
她都不忘照顾好老人起居。老
人的床铺、衣物都收拾得干干
净净。一家人再困难，也要保证
给老人每天一个鸡蛋。在老人
床头的小桌上，茶叶、水果都一
应俱全。

“现在孩子大了，每次回家
都不忘给老人买点东西，走时
还要留下几百块钱给老人。而
老人也是整天盼着孩子们快回
家，求团圆。”王长森说。

“王长森对老人确实好，虽
然不是亲爹，他也是当亲爹一

样对待，新鞋新衣、好吃的好用
的都想着老人，还陪着老人遛
弯儿谈心，我们看着都羡慕。”
村民李志清说。

王长森说，他做事就是图
个内心踏实。像给了老人一个
承诺，就得践行这份孝道。“何
况40年了，老人已然是我的亲
人。”王长森说。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联合齐鲁晚报等全国
100多家媒体搭建的开放公益
平台。截至目前，天天正能量共
发放了9000余万元公益金，有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正
能量人物获得奖励。

没血缘的“儿子”照顾老人40年
新泰市民王长森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40年无血缘“父子”情

孝老·敬老·尊老·助老

散步后，马爱真把妈妈送回屋内。

人一生中最难割舍的
便是父母子女间的骨肉亲
情，然而在新泰市有这样
一个特殊的家庭，“儿子”
王长森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他称作“二叔”的王庆典老
人。40年里，他用一句话的
承诺，践行了一场跨越血
缘亲情的孝道。7月29日，
本报A07版《40年岁月，见
证没有血缘的“父子”情》
报道了王长森照料老人王
庆典一事。8月4日，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
报，为他颁发天天正能量
奖及5000元奖金。

本报7月29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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