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对于远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镇的苏金兰，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
授王建国并不认识。但提起这个普通而
又不平凡的母亲时，他非常激动。借助

《海南日报》等媒体，他不但了解了苏金
兰，同时也深深地被这位伟大的母亲所
感动。

王建国认为，从苏金兰照顾孩子的
事例来看，在孩子生病、不会讲话等困难
面前，作为母亲的她从未放弃过，这体现
了母爱，体现了人性的关怀，这是人的天
性，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

“苏金兰充满了母爱，母爱是爱的一
种，有小爱才有大爱。”王建国说，通过这
个小小的母爱，可以看出苏金兰对社会
充满了爱，这个爱除了能感化自己的孩
子外，还能影响周围的群众，影响一大批
人，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4 个孩子中两个是残疾人，如果在
普通家庭，将会是极大的打击。然而，面

对困难，苏金兰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孩
子的身边，给孩子信心，同时也教孩子如
何做人。

“被苏金兰的事例所感动，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要向她学习，学习她那种对
孩子的爱，对社会的爱！”王建国说，母爱
虽是天性，但要克服那么大的困难，不仅
把孩子抚养好，还能让孩子取得成就的
并不多。这一点，深深地感动了他。

王建国表示，孝老爱亲既是美德又
是责任，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孝老
爱亲”底蕴的国度，古代就有宣扬孝道的
通俗读物《二十四孝》，由历代二十四个

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
孝的故事集结而成。特别是儿童蒙学读
物《三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的家喻
户晓，使“孝老爱亲”的传统深入人心。

目前，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通
过宣传和学习苏金兰等一批孝老爱亲的
人，这样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一旦形成
良好的风气，海南国际旅游岛就充满了
正能量，充满了爱，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海
南来旅游，让他们在感受海南自然风光
的同时，还能感受海南高度的文明，感受
海南的爱。

（本报营根10月21日电）

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王建国：

孝老爱亲是一种强大正能量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要坚持到底

“奶奶，抱抱。”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黎母山镇腰子社区居民苏金兰家
里，小孙女邢云娇撒娇地要求奶奶抱
抱。

苏金兰抱起孙女，孩子不闹了，依
偎在她温暖的背上，有说有笑。

“我就是喜欢奶奶抱。”3岁的邢云
娇用嫩小的声音说，奶奶不仅会抱她，
还会给好吃的。

邢云娇从出生那天起，一直都是苏
金兰一个人在照顾。与照顾儿子相比，
照顾孙子要轻松得多。

每次回想起照顾儿子阿招，她总会
流泪……

1985年，儿子邢诒招出生了，这本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然而邢诒招8个月
时，严重高烧，大山里的家庭太穷苦，苏
金兰想带儿子到山外头的大医院去看
病，可那时连2元钱的三轮车费她都出
不起。苏金兰和丈夫只好请来村里的
老医生，简单用中草药来治疗。草药喝
下去，烧当时虽然退了，可没多久又有
起伏，这样反反复复半年，烧坏了阿招
的大脑，他成了“智障儿”。

转眼3年过去，村里别的小孩早已
蹦蹦跳跳，可4岁的阿招还只能在母亲
的怀抱里，苏金兰每天流着眼泪轻拍她
的宝贝。

这时，村里有人悄悄劝她，“放弃了
吧！孩子很难养了……”

“哪里舍得啊！他是我身上掉下的
肉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到底
……”说起往事，苏金兰的眼泪再次流
出来。

从小，经常患病的阿招让苏金兰揪
心，特别是在冬天，因家里没有像样的被
子，阿招生病时，她把最暖和的一床给阿招
盖上，自己在旁边守着、看着，彻夜不眠。

有时为了给孩子抓药，她徒步到白
沙等地找药，再徒步返回家中。路上，
饿了她就吃山上的野菜，渴了就喝口山
泉水……

靠着毅力，靠着坚持，硬是把邢诒
招从死亡边上拉回，并抚养长大。

教儿子跑步
又教媳妇做饭

“妈，今天做什么饭啊！”中午11时
20分，该做午饭了，同是残疾人的媳妇
梁丽问苏金兰。

“老爸不是刚买了福寿鱼吗？就煎
鱼和炒个青菜呗。”苏金兰说。

自从梁丽2010年嫁给阿招以来，
原本不会做饭的她学会了做饭，但每天
做饭之前，仍必向苏金兰询问具体做什
么菜。

“媳妇和儿子一样，一定要教会他
们生活自理才行，否则生活没法过。”苏

金兰说。
与同龄孩子相比，阿招走路晚。小

时，苏金兰总是弓着腰，一步一步地教
阿招走路。阿招学会了，后来还懂得了
跑，并在海口参加了特奥训练，进入体
校训练。

在体校，这个从未离过家的少年，
比城里孩子更能吃苦耐劳。无论烈日
还是暴雨，他默默地训练，在学校里得
到了教练的好评。

从体校回家，为了不影响阿招的跑
步成绩，苏金兰每天都陪着儿子一块晨
起跑步训练。6年的时间里，当地的百
姓总会看见，黎母山的山道间，一个穿
着布鞋的母亲，跟在一个孩子的后边奔
跑，不停地奔跑……

坚持终于获得回报，邢诒招没有
辜负大家的期望。2005年，邢诒招在
全国特殊奥林匹克田径比赛中，首战
告捷，获得 2 金 1 铜的好成绩。在
2007年的世界夏季特奥会和2009年
世界冬季特奥会比赛项目中，邢诒招
不负众望勇夺3金，成为一名名副其实
的世界特奥冠军。

从不会走路到会跑步，苏金兰培养
了一个冠军。然而，随着媳妇梁丽的到
来，又一件难事摆在她面前：媳妇不会
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带孩子……

有了照顾阿招的经历，照顾和教媳

妇生活自理，这对苏金兰来说已经不算
难事了。从2010年开始，苏金兰一旦
有时间，就耐心地教媳妇如何洗衣服，
再教她如何洗锅，如何洗米和做饭等。

经过3年不间断的努力，梁丽基本
上掌握了做饭和炒菜技术，基本上能做
到生活自理了。

“现在掌握的做饭技术，都是妈妈
教的。”梁丽说。

脾气很好
从没打骂过孩子

“来，妈妈喂饭。”中午时分，媳妇梁
丽将做好的粥端上来，准备喂饭给小儿
子邢福海吃。

小儿子今年1岁多，虽不会讲话，但
能听得懂大人说的话，无论梁丽怎么哄
他，他依然不吃饭，用勺子舀饭到嘴边，
他硬是不张嘴。

梁丽急得发火，要骂孩子。见到此
场面，苏金兰走过来抱起孙子，先哄孙
子玩一小会，然后再喂饭。也许是孙子
对她有感情，喂饭比较顺利，当盛满粥
的汤匙递到小福海的嘴边时，他立即张
嘴就吃。

“妈妈脾气就是好。”梁丽说，自从
嫁给阿招以来，从没发现母亲生气和骂
过他们，更别说骂孙子了，她比自己的

亲妈还亲。
在阿招看来，母亲的脾气非常好，

从未打骂过他们，照顾他到现在，虽然
有过数不清次数的伤心和失落，但母亲
从未发火打骂过。

苏金兰回忆，有一年刮台风，家里
又没电了，漆黑的瓦房里漏着雨，雨水
打湿了书本，看不清字。苏金兰用袖口
的布抹着书本上的字，心里有些难受。
阿招突然哭着投入她的怀抱，“妈妈，我
不会呀，你再教教我吧……别生气呀
……”苏金兰在那个风雨夜跟儿子一起
哭了。那一刻，她感受到，即便无数次的
付出都以失败告终，她也不会再有怨悔，
因为儿子，已开始能感受到她的心，她的
爱开始有了回报。

母亲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用10年的
时间，教会阿招从一数到千百，让他认
识了字，并会讲普通话，最终才得以实
现世界冠军的梦想。

“阿招和我能有今天的变化，都是
母亲的功劳。”梁丽说，她的两个孩子能
健康成长与母亲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如
果不是母亲，她至今还不会照顾孩子，
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

在绵延的黎母山脉，苏金兰一直用
她质朴无瑕、清澈如雪的心怀对孩子、
对孙子，母爱一直在延续……

（本报营根10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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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黎大辉

他们是一群平凡可敬的人，对待亲人，
对待朋友以及老人，至真至诚，无怨无悔。

郑小英是海南省农垦总局东和农场八
一队待岗工人。1993年，郑小英与酗酒行
暴的丈夫离婚后便离开海南到深圳打工。

然而，在离婚15年后，2008年，郑
小英毅然辞去深圳的工作，并拿出多年
的积蓄，帮前夫母亲傅禄梅治病。有人
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她每天按时
给婆婆喂饭喂药，定时抱老人上厕所。
天气炎热时，她每天都要为老人擦洗几
次身体、换洗衣服。这些“规定动作”的
背后，是一种爱与责任的力量在支撑。

郑小英对瘫痪老人照顾精心周到，
但对自己却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为自
己添衣置物。她用女性的善良与勤俭，
燃旺一个风烛老人的生命之火，用日夜
苦累操劳的双手，传承了“百善孝为先”
的中华传统美德。

林淑胡年纪尚幼，父母便相继去世，
她在6兄妹中排行老二，但因大姐身体
不好，小小年纪的她不得不担负起“家
长”的职责，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20
余岁嫁给临高县和舍镇王生权，婚后不
久，林淑胡的婆婆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为筹集治病钱款，她四处奔波，孤身一人
去儋州等地打工。婆婆病重住院期间，
她守在病床前端水喂饭、擦屎倒尿……

后来，公公又落得一身伤寒，视力不
清，并身患高血压等疾病，林淑胡一边悉
心照顾着老人的生活起居，一边想尽办
法挣钱为老人康复保健，无奈2002年，
老人仍撒手人寰。

2009年9月，丈夫王生权的弟弟、
弟媳送孩子上学返家途中，不幸遭遇车
祸。林淑胡毫不犹豫把家中省吃俭用出
的准备供孩子念书的3万元拿了出来，
又义无反顾卖掉家中赖以谋生的锯木
车，共筹得6万元，垫付了弟弟、弟媳住
院治疗的医药费。

2011年，丈夫王生权患脑梗塞病重
入院，林淑胡再次遭受打击。然而，命运
的不公并没有让她退却，她反而变得愈
发坚强，为了筹钱，她身兼数职，接管了
丈夫此前在镇敬老院的工作。每天除了
照顾孩子、丈夫，还有瘫痪在床的弟媳，
她还要按时去敬老院里帮老人们做饭、
打扫卫生，“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成了她
的生活规律，可是她从来毫无怨言。

无论是血浓于水的至亲之爱，还是
原本“非亲非故”的关爱，他们都是道德
建设的参与者，在敬老孝亲的路上用朴
实无华的善举诠释着敬老孝亲的真谛，
带给我们启迪。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她是一个普通的黎家妇女，她是世界特奥冠军邢诒招的母亲。她的无私
母爱、永不言弃，感动了无数人……

有母爱，就有奇迹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黎大辉

一个平凡的黎家妇女，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照顾一双残疾儿女和年迈的公公、婆婆，并把其中一个残疾
儿子——邢诒招培养成世界特奥冠军。她将孩子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并抚养长大，坚持陪孩子跑步训练，教孩子认字、
讲普通话，直至成家立业。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培养儿子，从不轻言放弃，是什么给了她力量和决心？朴实的苏金兰
说“舍不得，他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如今，她又开始照顾孙子，母爱一直在延续……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朱德权

苏金兰的事迹被媒体多次报道后，许多
认识她的人都被她的事迹所感动。她的事
迹也成为当地街头巷尾广为传颂的话题。

“她十分不易，对待家人特别好，这不是
一般人能做到的。”卢振秀是苏金兰的一位
邻居，说起这位邻居，除了赞扬还是赞扬。

“我们社区出了一个全国道德模范，是
多让人高兴的事啊！”作为社区干部，符英梅
对苏金兰所获得的荣誉深感自豪。和苏金
兰一家交往了二十几年，她对苏金兰的艰辛
深有体会：“金兰太不容易了。”符英梅是这
个社区的老干部，和苏金兰一家也颇为熟
悉：以前种田、割胶、养牛什么活都要做，还
要照顾4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孩子都是智障
儿，就更艰难了。

腰子社区居民梁菊花对邻居苏金兰的
事迹深表敬佩：“她一个女人家培养出一个

‘特奥冠军’，真的太坚强了。我们都非常佩
服她。”梁菊花表示，苏金兰的事迹对这里的
居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现在教育
儿媳妇都经常会以苏金兰为例子，教育年轻
人要孝老爱亲。”

琼中妇联主席王淑菲从2009年就认识
苏金兰，并将她的事迹一步步地向外推荐。
在王淑菲的眼中，苏金兰是一个特别有爱心
的母亲，除了对患病孩子不离不弃外，还是
一个善于发现孩子优点的母亲，她在养育孩
子的过程中还尽量找到孩子的特长，鼓励孩
子往特长方向发展。此外，苏金兰还感恩社
会，今年端午节前，她还向黎母山镇敬老院
的老人和孤儿送粽子。

“我们琼中能够出一个全国道德模范是
值得骄傲的事情。金兰大姐的事迹非常感
人，她是一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为了家庭
和子女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从未
想过放弃自己两个残疾的孩子。我和我的
同事们都深受感动。以后我们也将以金兰
大姐为楷模，学习她的坚韧，学习她对家人
真情关爱的精神。”王淑菲激动地说道。

（本报营根10月21日电）

琼中干部群众传颂：

“她为了家庭和子女
奉献了一切”近年来，有太多熟悉的

名字深深地叩击着我们的心
灵：郑小英、林淑胡、苏金兰
……他们甘于奉献、敬老孝
亲、血脉情深的至美真情，似
繁星闪烁，再次震撼着人们
的心灵，感动了琼州大地。

他们值得
尊敬和学习

@乾坤正泰：母爱是无私的，她对待自己
的儿女可掏心、掏肝，不求回报，这种精神崇
高而伟大，向苏金兰致敬！

@吉林萧春融：任何人都有优点，付出总
会有回报，虽然会来得晚一点，但孩子的每一
点进步都会温暖家人。这个故事足以证明，
孩子在父母心中永远是最棒的，值得骄傲。

@雨娃同学：我在几年前就从电视上看
过这个报道，母爱会唤醒一切，这才是她的伟
大之处。养育孩子，一是养二是育，母亲从把
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那刻起，就承担着一种不
抛弃不放弃的责任。虽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
能换来冠军头衔的回报，但所有母亲为孩子
都付出了培养冠军的努力和艰辛。她所做的
只是一个正常母亲该做的。

@芳心云天：有人说她傻，因为爱，她愿
意犯傻；有人劝她放弃，是母爱的博大，让她
选择了一生陪他奔跑。这就是一个中国母亲
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怀。是爱让不可能成为了
可能，是母亲成就了一个智障且残疾的儿子
的世界特奥冠军梦。

@禧宝19：孩子永远是母亲的心头肉 ，
母爱常常让我们泪流满面。母亲对孩子的付
出，并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很多时候，母亲
是你人生的指路人，更是你人生最好的教练。

@十耘：强烈支持！现在正能量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在道德的茫茫黑夜里，每一个
行走的人都有责任小心翼翼地呵护一缕萤
光，而不是使它熄灭。

（本报记者陈蔚林整理）

郑小英（资料照片）

苏金兰和儿子邢诒招(左一)在整理各种荣誉奖章。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