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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老人痴迷京剧十五载
希望年轻人加入传承国粹
选还和其他几位同伴凑钱请专业京剧演员来教。

希望更多年轻人传承国粹

大爱无言，她照顾三位瘫痪家人
星报讯（张瑾然 记者 沈娟娟） “又推爱
人出门散步啊！”在合肥市分路口社区的文昌
新村，邻居们经常能看到 60 岁的魏则兰推着
轮椅，边走边和爱人聊天。事实上，这已经是
她伺候的第三位瘫痪家人。

先后伺候三位瘫痪家人
20 世纪 90 年代，魏则兰的公公因为高血
压导致瘫痪，伺候的重担就落在了魏则兰和
爱人身上。
没想到，两年后，她的婆婆也因为同样的
原因瘫痪了，
这下子，
让魏则兰和丈夫忙坏了。
病情严重时，公婆两人的大小便完全失
禁，魏则兰就得 24 小时陪护，生怕老人从床
上一不小心摔下来。每天，她都给婆婆端屎
端尿、清洗床铺、喂吃喂喝，帮助婆婆按摩，陪
婆婆聊天，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地奉献着孝心。
直 到 1998 年 和 2000 年 ，公 婆 先 后 去
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稍作休息，没想到还
没过几年，丈夫也因为遗传性高血压导致了
瘫痪。

爱屋及乌，主动关心留守老人和儿童
“那时候，我发现他说话有点不太利索，就拉着
他去医院检查，没想到那时候已经查出多处脑梗。”
魏则兰的邻居都说，
是她给了丈夫第二次生命。
因为治疗及时、照顾细心，即使丈夫脑出血 3
次、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丈夫的情况却在渐渐好
转。每天早上，魏则兰都要将丈夫一天吃的六七种
药配好，放在床头，天气好时，她总是推着他出门
走走，一路走一路聊。
“如果我都成天悲观掉眼泪，肯定会影响丈夫
的康复。”无论多么累，魏则兰在丈夫的面前总是
笑脸相迎、耐心细致。
用魏则兰的话说，照顾好家人是她这辈子最
大的愿望。如今，即使她还在照顾一个病人，闲
暇时她还是会去儿子家里帮忙打扫卫生，给孩子
减轻负担。
魏则兰不但是好媳妇、好婆婆，也是街坊邻里
的热心人。社区每次组织活动她都积极参与，主动
帮助社区的留守老人和儿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他们都说我是热心肠，我只是做了一点我力所能
及的事。”

子承父志，儿子也是一位热心人
星报讯（张奇元 尚鑫岩 记者 马冰璐 ）14 年
前，30 岁的孙国胜和 60 多岁的父亲合力斗歹
徒。5 年前，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热心
肠，继续热心助人。
提起 14 年前那晚，
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居
民孙国胜仍记忆犹新，
“那是 2003 年 6 月 20 日晚
上 11 点多，
父亲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两个女孩的呼
救声。
”
随后，
父亲大喊一声
“什么事”
，
并冲出屋外。
“当时，三个劫匪已经抢走其中一个女孩手
中的包，听到我父亲大喊后，三个劫匪四下逃
窜，其中两个往我们楼道跑。”父子俩赶忙抓住
往楼道跑的两个劫匪，一番搏斗，孙国胜成功制
服一个劫匪，另一个劫匪则持棍棒打破他父亲
的头部、眼睛，打断其肋骨，并逃跑，
“ 虽然负了

伤，但我父亲仍忍痛追了上去，并最终在附近居
民的帮助下制服了这个劫匪。”
凭借着这一见义勇为的义举，孙国胜的父
亲在 2004 年获得合肥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
于 2005 年获得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除了见义勇为，孙国胜的父亲还十分热心，
一直担任着小区的楼长，
“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能帮人就多帮人，能做好事
就多做好事。”2012 年，父亲去世后，孙国胜继承
了父亲热心肠，担任楼长，并继续热心助人。
平日里，孙国胜不仅调解邻居纠纷，还义务
打扫楼道卫生……“只要是我父亲以前做的‘工
作’，我都在做。”除了是小区里有名的热心楼
长，他在外面也经常做好事。

15 年含辛茹苦
残疾妈妈培养出个大学生
星报讯（李进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家住合肥
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残疾妈妈夏美莉 15 年含辛茹苦
一手拉扯大独子，令她欣慰的是，在今年的高考中，
19 岁的儿子刘克勤以 515 分的优异成绩被安徽建筑
大学录取。
49 岁的夏美莉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重残，行
走不便，2003 年，更大的打击向她袭来，她的丈夫因
病去世，
“当时我儿子才 5 岁。”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自
己又无法工作，一想起日后的生活，她痛不欲生，想
到年幼的儿子，她决定擦干眼泪，坚强面对。
15 年来，凭着低保、左邻右舍的支援和社区的帮
忙，
她含辛茹苦地拉扯大儿子，
“儿子上初中那年，
我被
查出来患有糖尿病。
”
每月必须花费的医药费让母子俩
的生活更加困顿，
“热心的邻居们总是隔三差五地给我
们送饭送菜。
”
很快，
母子俩熬过了这段困难的时光。
“从小到大，家里有好吃的，我妈总是全部留给我
吃。
”
刘克勤说，
自己上高中住校后，
妈妈一个人在家就
只吃蔬菜，
而他一回家，
妈妈总会精心为他准备一些荤
菜，
“我妈把我拉扯这么大，
吃过的苦数也数不清。
”
虽然是独生子女，但刘克勤十分懂事，
“不管学习
有多紧张，他总不忘帮忙洗衣服、打扫卫生……上高
中时，他每周六晚上回家，连夜干完家务后，第二天
中午再急匆匆坐公交车赶回学校。”令夏美莉欣慰的
是，在今年的高考中，儿子以 515 分的优异成绩被安
徽建筑大学录取，
“ 这么多年来，我所有的付出和辛
苦都是值得的。”夏美莉激动地说道。

星报牵线搭桥
七旬翁觅得书画知音

星报讯（徐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6 月 18 日，
本报刊发了七旬老翁梁德瑞大爷习字 70 载，隶篆楷行
书样样精通的报道。刚从南京回合肥生活的程正大爷
看到报道后，
通过星报联系上梁大爷，
喜爱书画的两人
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非常感谢星报，让我们在古稀之
年觅得知音。
”
程大爷和梁大爷不约而同地说道。
今年 75 岁的程大爷是合肥人，5 年前，他离开合
肥去南京儿子家，帮忙照顾孙子，今年 6 月 25 日，他
从南京回到合肥生活，
“ 女儿说我年纪大了，让我和
他们一起生活，方便照顾。”于是，程大爷搬到美虹社
区居住，
“ 到女儿家没几天，我翻看报纸时，看到了这
篇关于老梁的报道。”同样喜爱书画的程大爷决定找
到梁大爷，和他一起学习、切磋书画技艺。
随后，
在星报和美虹社区的牵线搭桥下，
两位老人
相见，
“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程大爷说，巧合的是两人
还住在同一个小区，
“为了方便联系，我俩还加了微信
好友。”从此，两人每天都在微信上切磋书画心得，
“老
程主攻山水画，书法写得少，我和他恰恰相反，所以我
俩算是互补。
”
梁大爷笑着说，
自己终于找到了知音。
程大爷说，老梁是自己时隔 5 年回到合肥后，结
识的第一位好朋友，兴奋的他还迫不及待地把这个
好消息和子女们分享了，
“ 他们也为我找到知音感到
高兴。”在南京时，程大爷在当地的老年大学学习书
画，
“ 离开南京，挥别老年大学的同学时，我非常舍不
得，想着回来后会非常孤单，心情格外失落，没想到
刚回来就认识了老梁，我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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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常说，京剧就是‘中国的咏叹调’，
确实如此。京腔京韵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
的基因。”王民选说。
后来，王民选的单位成立了老年大学，鲍惠
文受邀长期担任授课老师，每周都会开课，而他
们参加省市区的演出机会也更多了，
“ 排一出戏
一次演出让她“恋”上京剧
要十天半月，
有时候时间更长，
一个小小的动作
王民选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年轻时经历过
上山下乡，回城后，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往往需练习很长时间。”
王民选认为，京剧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很深
院光电所工作。
“上班时，几乎没有文化活动，只是偶尔会有 厚的内涵，想要表现出来需要反复的练习。
《贵妃醉酒》、
《太真外传》、
《江姐》、
《红梅
一些文艺演出。
”
王民选还记得，
1993 年，
在省直机
赞》……一曲曲京剧经典唱段，王民选演绎得生
关一次文艺演出上，
她和同伴们一起参加演出。
“当时京剧表演少，单位从安徽省京剧团请 动传神，情感真切，也让她和她的团队成员们享
来国家一级演员鲍惠文老师，手把手教我们京 受到无比的快乐。
“学京剧虽然繁琐，但让我们觉得快乐。”如
剧，脸谱都是鲍老师亲手给我们画出的。”第一
今，王民选的京剧社团由最初的 9 人发展到 20
次学习京剧，王民选觉得很好奇，也很着迷。
第一次的登台表演，收获了很多人的赞赏， 余人。她的老伴爱好摄影，退休后，只要有演
《红色娘子军》表演结束时，台下掌声不断，还有 出，老伴总在一旁给他们摄像，用行动支持她。
“现在社团里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年轻的也
人站起来鼓掌，这让王民选和她的同伴坚定了
有 60 岁，唱练做打，一些大幅度的动作，年纪太
一定要将国粹唱好的决心。
学京剧需要一身行头，王民选就和同伴自己 大的老人，就不让他们学了。”王民选坦言，学京
掏钱，每人花 500 多元买一身行头，
“ 那时候的 剧要打下扎实的基本功，需要经年累月地练习，
500 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家做家务的时候， 现在年轻人学京剧的少，而她也更希望，社团里
我总是一边干活、一边练嗓子。”不仅如此，王民 有更多年轻血液，让京剧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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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水袖飞舞，
一身明艳亮丽的行头，
微微翘
起的兰花指，
配上缓慢悠长的唱腔和优雅的步调。
记者见到65岁老人王民选时，
她就是这身行头。
十五年前，王民选与京剧结缘，痴迷到如今，
组建起京剧社团，还邀请省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鲍惠文担任教师，
“ 学京剧，能练气，还能从中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社团，
传承国粹。”
▋张琳 金花 亚萍 记者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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