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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爱的尺度

核心
提示

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在铁岭市昌图县宝
力镇宝力村，有一个特殊的家庭——红梅养老
助残爱心之家。2017年成立以来，已有32人

走进这个大家庭，其中有残障人士、孤寡老人，也有留守
儿童，年龄最小的仅3个月大，最大的已是耄耋之年。3
年多来，悉心照料“爱心之家”的是宝力村七组的代红波、
崔红梅夫妇。在他们的感召下，许多爱心人士主动加入
到援助行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两口子啊，总是见不
得别人可怜。”这是记者在宝
力镇采访时，听到人们对代红
波、崔红梅夫妇评价最多的一
句话。

话虽不多，却道出了这对
夫妇善良、乐于助人的高贵品
质。尽管他们也不富裕，尽管
他们的文化也不高，崔红梅甚
至连一些字都写不好，但这些
都不妨碍他们将质朴的爱心，
奉献给那些与自己无亲无故的
陌生人。

失去老伴后又失去爱子的姚
全，身患残疾，来到“爱心之家”前，
从来没有人为他过过生日，而在这
里，代红波、崔红梅夫妇为他买来
蛋糕，众人一起为他庆祝生日。

“来到这里胖了30斤，也不
馋肉了，真是哥兄弟都没有他
们照顾得好啊！”姚全说。

丈夫去世、女儿智障的于
文春，刚来“爱心之家”时瘦骨
嶙峋，目光呆滞，在代红波、崔
红梅夫妇的照料下，身体日渐
胖了起来，脸色变得红润，也知
道讲卫生了，现在有客人来，甚
至会主动为客人端茶倒水。

周志江老人对记者说：“这
里就是我的家，代红波、崔红梅
就是我的亲人啊！”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
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寡残疾
老人，崔红梅3年多才回过两次
娘家。她在2018年8月10日的
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爸来了，
他66岁了，身体不好，但是每天
还在工地干活儿。天太热，他
身上起了很多痱子，看得我心
里很难受。我爸岁数大了，我
妈身体也不好，体重只有70斤，
该是我们尽孝的时候了。”日记
虽短，但可以看出崔红梅内心
的矛盾与挣扎。

为了照顾这些孤寡残疾老
人，代红波放弃了在上海打工
一年七八万元的收入，这对一
个并不富裕的普通农家来说，
无异于自断财路。但代红波、
崔红梅两家的老人都支持他们
的选择，叮嘱他们一定要把这
些苦命人照顾好。

“眼前只能先把这些老人
照顾好，暂时家里还不缺吃、不
缺穿的。”崔红梅说。

“既然让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
总不能扔下不管吧？”代红波说。

这就是一对普通农家夫妇
的选择。在这个世上，谁能说得
清爱的尺度有多宽，这对夫妇所
付出的爱又有多宽呢？

7 月 14 日中午，因长时
间高温无雨，辽北大地异常
闷热。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
宝力村村民代红波、崔红梅
夫妇比往日更加忙碌，“天太
热了，他们穿的衣物得一天
一洗，要不就有异味了。”

记者走进红梅养老助残
爱心之家，只见这里有不少
失能的残障人士，稍不留意，
有人就会把屎尿便在裤子
里。代红波、崔红梅夫妇不
时重点查看一下，发现情况

立即处理。
红梅养老助残爱心之家

自 2017 年 3 月 16 日成立以
来，先后有 32 人走进这个大
家庭，其中 4 位老人在这个
特 殊 的 家 庭 中 与 世 长 辞 。
这 4 位老人弥留之际，是代
红 波 、崔 红 梅 夫 妇 质 朴 的
爱，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光里
感受到了温暖。65岁的孤寡
老人周志江说：“他们两口子
都是活雷锋，红梅就是俺心
中的活菩萨！”

这两口子总是见不得别人可怜
本报记者 姜义双

2017年3月，宝力镇人大副主
席、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申玉春
走访贫困户时发现，袁家村村民陈
得利和朱亮，一个先天智力残疾，
一个患尿毒症、脑梗，孤苦无依，正
常起居都难以维持，就想找一个志
愿者来照顾他们，但多方寻找，没
有人愿意干。

就在申玉春犯愁之际，宝力
村村民崔红梅主动找到他说，愿
意无偿照顾他们。看着眼前秀丽
端庄而又清爽利落的崔红梅，申
玉春将信将疑，就问她为啥愿意
干这又脏又累还没有一分钱报酬
的活儿。

“没咋想，就是看他们太可怜
了。”时年39岁的崔红梅说。

2017 年 3 月 16 日，在申玉春
和崔红梅的努力下，红梅养老助残
爱心之家成立了，陈得利和朱亮成
为最先到来的“家人”。

42岁的陈得利本身就有残疾，
来之前又被人打伤，虽然伤养好了，
能走路，但仍蹲不下去，生活不能自
理。崔红梅一方面给他加强营养，
做些可口的饭菜，一方面悉心照料
他的起居。起初，陈得利三天两头
拉肚子，有时候甚至便在裤子里，有
一回竟然将大便溅在了暖气片上，
崔红梅不嫌脏，耐心为他收拾卫生，
及时换洗衣物。在崔红梅的精心照
料下，陈得利逐渐康复，生活也能
自理了，有时还能帮崔红梅干点儿

力所能及的活儿。
朱亮来时，病情已经很重，难

以进食，没几天，就住院了。崔红
梅每天为他做好饭菜送到床前，
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还为他洗
脚 、洗 头 、理 发 ，感 动 得 朱 亮 涕
泪交加。尽管崔红梅像对待自己
亲人一样地照顾朱亮，但因病情
严重，两个月后，朱亮还是不幸离
开人世。其间，与他无亲无故的崔
红梅始终陪伴左右。

看着崔红梅这么细心周到地
照顾残疾人，申玉春大为感动，原
本悬着的心放下了。随后，他又将
姚全、冯国强、李彦晨、刘成、周志
江、王金奎、于文春、刘忠杰等十
多个无人照管的孤寡残疾人，也
陆续安排到了红梅养老助残爱心
之家。随着人员的增多，劳动量
加大，崔红梅每天早晨 4 点多起
床，一直忙到晚上 9 点多，在照看
完他们睡觉后，还要洗衣服、收拾
房间。

“我明天想回家住，睡到自然
醒，不知道梦想能成真不？天天早
上我第一个起来，睡觉多好啊，我
只想睡一个早觉，哈哈！”崔红梅在
日记中这样写道。

渐渐地，一向干活儿不知疲倦
的崔红梅也有些吃不消了。看着
日渐消瘦的妻子，原本在上海打
工的丈夫代红波毅然回乡，和崔
红梅一道扛起了照料“爱心之家”
的重担。

有爱的地方才是家

家住丰源村的李彦晨是红梅养老
助残爱心之家里年龄最小的成员，来
时仅3个月大。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
家庭，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小晨晨家
的房屋和财产烧个精光，也将他的命
运彻底改变，先是爷爷离开了家，随后
母亲出走，仅剩下小晨晨和父亲李浩
相依为命。

为照顾小晨晨，李浩不能出去挣
钱，生活陷入困境。2018年5月，李浩
带着小晨晨找到申玉春，申玉春只好
将他们父子送到爱心之家。小晨晨的
到来可给代红波和崔红梅出了不少难
题，因为“爱心之家”条件有限，不能给
小晨晨父子俩提供单独的房间，有的
老人嫌小晨晨哭闹而有意见，二人通
过耐心劝说，慢慢的，老人们不再嫌弃
小晨晨了。

“这是个从火堆里救出来的孩子，
太可怜了，就当自己的孩子了！”崔红
梅对爱人说。小晨晨失去了母亲的关
爱，善良的崔红梅俨然成了小晨晨的
代理妈妈，自己掏腰包买来奶粉喂养，
生怕营养不够，还单独给小晨晨蒸鸡
蛋羹，做好吃的。虚弱的小晨晨总爱
尿床、拉裤子，用不起纸尿裤，崔红梅
就不停地给他换洗衣物。

有一天，崔红梅正抱着小晨晨，突

然，“妈妈”两个字从小晨晨的嘴里冒了
出来，就是这一声稚嫩的呼唤，一时让
崔红梅泪流满面。

“不能叫妈妈，叫姑姑。”冷静下
来，善良淳朴的崔红梅立即给小晨晨纠
正，尽管她给予这个孩子的远远超越了
母爱。

刚来时，孩子没有低保费，吃穿
用的除了爱心人士捐助一些，代红
波、崔红梅夫妇还经常自己搭钱去
买。“小孩子营养好不好，会影响一辈
子，在咱这里缺啥也不能缺少孩子吃
的。”崔红梅说。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在代红波、崔
红梅夫妇的精心照看下，小晨晨也从咿
呀学语到学会了走路。2019年夏天，李
浩组建新家庭后，就把小晨晨带走了。

“真是舍不得，好久才缓过来。”崔
红梅说。

从“爱心之家”创办至今，已有 32
人来到这个大家庭，他们当中有的肢体
残疾，有的先天智障，有的聋哑，有的脾
气古怪，有的性格偏激，要照料好这些
人，绝非易事。先天智障的冯国强老
人，屎尿都便在裤子里，代红波帮他清
理，经常遭其打骂；52岁的于文春老太
太，先天智障加上聋哑，而且性情多变，
高兴时嘿嘿笑个不停，生气时大发脾

气，乱扔东西；67岁的刘忠杰，因病失去
四肢，吃喝拉撒全靠代红波帮忙；18
岁的张平患有癫痫病，每次犯病抽
搐，代红波、崔红梅都累得筋疲力尽
帮他按摩，以减轻其痛苦；性格古怪
的刘成无故出走，代红波到处寻找，
才把他找回来……

点滴善举点燃爱心之火。代红波、
崔红梅夫妇义务照料孤寡残疾人士的
善举，引来众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关心

“爱心之家”的行列，大家纷纷前来捐款、
捐物。他们当中有政府机关干部、教师、
医生、农民，也有私企老板，还有远在外
地打工的农民工；近的有来自昌图县、
铁岭市区的，远的有来自北京、大连、沈
阳、抚顺的。其中大连市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私企老板，不仅一年四季给“爱
心之家”送来米面油，还给宝力镇周边
1000多困难户送去财物。

为帮助解决“爱心之家”的资金问
题，一些爱心人士组建了专门的微信
群，大家每天至少发一元钱的红包，所
积累资金专门用于“爱心之家”的支出。

代红波、崔红梅夫妇的善举也获
得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崔
红梅先后被评为“新时代向上向善辽
宁好青年”“铁岭好人”“昌图县学雷锋
最美志愿者”。

涓涓爱心汇成河

在宝力镇，有关代红波、崔红梅夫
妇的一件事，几乎家喻户晓。

代红波、崔红梅夫妇在镇上有三
间闲置的老房子，有一年，二人将房屋
租给了别人，没想到承租人不小心失
火将房屋烧毁了。承租人一家生活十
分困难，正犯愁如何赔偿时，代红波、
崔红梅夫妇得知承租人家里的情况
后，就主动提出不要任何赔偿。

了解代红波家庭的申玉春说，代红
波的妈妈就是一个热心肠的老太太，代
家在宝力村人缘特别好。虽然代红波
的父亲早早离开了人世，兄弟三人全靠

母亲一人带大，生活艰辛，但代红波的
母亲总是时常接济比自己还要困难的
邻居，谁家有活儿忙不过来，一声招呼，
代红波的母亲就会到场。

“善良、勤劳是母亲身上最可贵的
品格。”代红波说。代红波的成长深受
母亲的影响，对崔红梅来说，父亲的影
响则更多些。

“从小到大，总记得爸爸常常帮助
别人。”崔红梅说。令崔红梅印象深刻
的还有她父亲对她姥爷的照顾。70多
岁的姥爷得病后，崔红梅的父亲亲自
护理了十多年。如今，崔红梅的父亲

也是近 70岁的人了，但自从崔红梅来
到“爱心之家”后，3 年多了，崔红梅仅
仅回过两趟娘家。

“别人过年，都是儿女回家看望父
母，我们相反，是父母来宝力看望我们。
每次来，他们还大包小裹带来一堆东西
送给‘爱心之家’，吃饭就和这里的老人
们一起吃，从不嫌弃。”崔红梅说。

其实，崔红梅的娘家生活并不宽
裕。几年前，崔红梅的父亲被查出肺
癌，为治病花去了家中大部分积蓄，
另外还得省出一部分钱来，接济生活
困难的儿子一家人。尽管如此，每次

来“爱心之家”看望崔红梅，崔红梅要
给他们钱，他们一分也不收，反而叮
嘱崔红梅：“多给这里的人买点儿好
吃的吧，他们都不容易，我们比他们
强呢！”

“代红波、崔红梅两口子家里经济
条件并不算好，但为了照顾这些孤寡残
疾老人，吃了许多苦，受了很多累不说，
还少挣不少钱。为减轻他们的经济负
担，镇里正在为他们夫妇申请公益岗
位，帮助他们办理社保，下一步还计划
有偿照料一些愿意到‘爱心之家’养老
的居民。”申玉春说。

乐善好施家风传

代红波、崔红梅在照顾一位残疾老人。 关 兴 摄

崔红梅（前排）和“爱心之家”里的部分老人合影。 关 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