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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列车长写给女儿的 16 张请假条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王贤

“亲爱的宝贝：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就意味着春运即将
开始了……爸爸妈妈接到了任务要加班，今年寒假就没时间
陪彤彤玩了。在这里，爸妈提前向你请个假，请予以批准哦。”
这是今年春运前，武汉铁路局武汉客运段“夫妻列车长”
陈刚
这样
和肖三英写给 5 岁女儿陈昱彤的一张请假条。短短两年，
的请假条已经写了 16 张。
在女儿过生日、
女儿幼儿园组织亲子活动时，
在万家团圆
欢度传统佳节的时候，甚至在女儿生病住院之时……越是女
儿需要父母陪伴的日子，这对“夫妻列车长”
往往忙于工作而
缺席。16 张小小的请假条，写满了一对普通铁路夫妻对女儿
的歉疚和无奈，
也道尽了万千铁路家庭的默默奉献与付出。

一次意外失约带来父母给女儿的请假条
“明天幼儿园就要举办庆新年亲子运动会了，为了有好的
表现，妈妈和你辛苦地练了好几天‘
两人三足’
呢……本来和你
约好一起参加，争取拿冠军的，但是由于下雪，动车不敢跑得
太快，就不能回去参加运动会了……”
肖三英继续写道：
“妈妈感到非常抱歉，真诚地跟彤彤说
声‘对不起’
。等妈妈下班回来，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也开一个
家庭趣味运动会。那时候，我们的‘
两人三足’
肯定能拿冠军，你
觉得妈妈这个建议怎么样呢？”
这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肖三英给不到三岁半的女儿陈
昱彤写的第一张请假条。
肖三英说，当时她们母女俩为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准备
了很久，结果因天气恶劣列车晚点，没能及时赶回去，孩子显
得很失落。
“晚上回到家，我写了一张请假条，把没能及时赶到
的原因念给彤彤听。她竟然听懂了，
抱着我亲了半天。”
看来遇事请假，孩子是能够理解的。而由于两人的工作性
质比较特殊，聚少离多、临时加班等情况相对普遍，夫妻俩决
定把写请假条这种方式坚持下来。两年下来一算，
不知不觉已
经写了 16 张请假条。
陈昱彤的生日临近国庆节，肖三英夫妇时常无法给女儿
过生日。她在请假条中写道：
“生日快乐！宝贝，很是遗憾，连着
两年的生日，妈妈都不能陪你过。明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又得
上班了，
在这里跟你请一天假。”
寒暑假、
黄金周等假期，
都是铁路人非常忙碌
每逢过年过节、
的时候，
在万千家庭团圆之际，
肖三英夫妻俩往往无法陪伴孩子。
2015 年春节，
肖三英在给女儿的请假条中写道：
“本来妈
妈和你约好大年初二回孝感老家，
和小雨姐姐一起放鞭炮、过
大年。但是，妈妈临时接到加班任务，实在是去不成了。对不
起，
宝贝，
妈妈失约了……”

女儿生病住院 ，
妈妈写下最痛心的请假条
“这会儿你在妈妈怀里已经睡着了，妈妈静静地看着你。
你就像一个可爱的天使，你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女儿彤彤在家中将 16 张请假条收起(2 月 8 日摄) 。

▲夫妻俩写给女儿的请假条(2 月 8 日摄) 。
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但我却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这次你生病发烧，但爸爸妈妈都
在上班，
不能在身边照顾你，
心里十分愧疚。”
2016 年 7 月的一天深夜，
陈昱彤发烧了，肖三英连夜将
女儿送往医院。
经检查，孩子得了手足口病，
需要住院治疗。
小
昱彤不停地喊着“要妈妈”
，但正值暑运繁忙时期，肖三英和丈
夫陈刚含着眼泪离开医院，
又走上了工作岗位。
“你嗓子疼，吃不下去饭，听你在
肖三英在请假条上写道：
电话里喊妈妈，
妈妈也心疼得直掉眼泪。对不起，
彤彤！爸爸妈
妈都是车长，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不能陪在你身边，妈妈
只能跟你请个假……”
如今，
拿着请假条回忆起女儿生病那天的一幕幕，
肖三英
夫妻俩的泪水不禁在眼眶里打转。
今年春运前，
肖三英和陈刚拿到了工作计划表。由于加开
了不少临时旅客列车，
两人的工作都铺排得满满的，在家休息
的时间少之又少。
看着孩子一直在憧憬寒假去哪里玩、买什么

▲在位于武汉的家中 ，
陈刚和肖三英夫妻俩下班回家后 ，
女儿彤彤趴在肖三英身上亲昵(2 月 8 日摄) 。

好吃的、穿什么样的衣服，夫妻俩心中充满愧疚。
小昱彤看到爸爸妈妈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明白了什
么，
“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寒假又不能陪我玩啊？”
看着女儿
失望的样子，夫妻俩的心像被狠狠揪了一下。
肖三英说，以前孩子只知道藏爸妈的制服、帽子等，怕他
俩换衣服去上班。现在孩子大了，懂事了不少，不再藏东西了，
每次都要求他们写张请假条。

“要让女儿从小明白 ，
爸爸妈妈工作的意义”
陈刚执笔的几张请假条中，给幼小的女儿耐心解释原因、
讲道理是突出的特点。在今年春运前的请假条中，陈刚写道：
“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还有小朋友，都要在
春运期间坐火车从全国各地往家里赶，回家和亲人团聚，一起
庆祝新年。妈妈和爸爸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平平安安、快

快乐乐地送回家和家人团圆，过一个快乐的团圆年。”
陈刚说，由于工作原因，他们很少有机会和女儿交心谈心，
请假条既能给女儿留下回忆，也是他们与孩子沟通感情的载
体，还能教育启迪孩子。
“我们就是要让女儿明白，父母不能陪
她、经常食言不是不讲信用，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旅客；要让她
从小懂得责任和担当。”
武汉铁路局“夫妻列车长”
给女儿写请假条的故事在网络上
得到了广泛传播，微博上大量网友转发点赞。多位网友表示，看
了有种泪奔的冲动，选择了这份工作就相当于选择了奉献。网
友“辽宁老关”
说：
“向春节假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人们致敬。
‘一家不圆万家圆’
，正是有你们的默默付出，才确保春节假日平
安顺畅。”
也折射
有网友说，16 张请假条见证着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
着无数中国铁路人背后的故事。
铁路人不仅为旅客提供了优质服
务，
也把温暖带给了旅客。 新华社武汉 2 月 12 日新媒体专电

新华社记者阳建

揣着 15 年前账本 ，
大妈挨家送粥还钱
新华社 “中国网事” 记者裘立华 、黄宗治

一箱八宝粥，附带百元或几百元人民币……日前，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小车，拿着一本破旧的
账簿，挨家挨户为村民们送上这份“新春贺礼”。她这样
做，是为了报答村民们 15 年前对自家的资助之情。

15 年前的恩情：一定要把钱还上
一条“宁波鄞州老太太挨家挨户送粥还钱报恩”的消息
日前在朋友圈里传播，暖暖的正能量让不少网友感动。
网帖称，一网友吃中饭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是
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装满八宝粥的小车，一见面便二话不说
递过来一箱八宝粥，上面还附带一张百元大钞。老太太说，
15 年前家里遇到了困难，多亏了村里人五十、一百的凑起
来才帮助家里渡过了难关；前两年她老伴去世前还惦记这件
事，希望能把欠村民们的钱还清。
老太太叫徐兰芳，今年 66 岁，家住宁波市鄞州区塘溪
镇塘头村。 15 年前，徐老太的老伴身患尿毒症，需要做换
肾手术，不然将危及生命，而医药费高达数十万元。
徐家并不宽裕，靠卖些海产品为生。听说徐家面临困
境，村民们自发上门捐款，从 50 至 500 元不等，而捐款的
人徐兰芳全部记在了纸上。
在亲朋好友及当地镇政府的帮助下，徐兰芳的丈夫得到
了救治，但基本干不了重活，每月的医药费还要 2000 元左
右。
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徐兰芳肩上，当时她不仅要照顾生病
的丈夫，还有一个 11 岁的小儿子要抚养。于是，她推着木
头板车，在当地菜场卖起了海鲜干货。
“两个女儿每人每月分别资助我 500 元，她们的经济
条件也不太好。”徐兰芳说，除了亲人，这些年社会各界
给了她很大帮助：她办了低保，镇里给她家捐款，菜场管
理方减免她部分摊位费，当地商户带她进城进货从来不收
一分钱……
两年前，老伴没能逃过病魔而离世，但那笔救命钱帮助
他多活了十来年，对此，徐老太一直心存感激。
“再穷也要想办法还上，总感觉心里有道坎，时常想起
来便睡不好觉，老伴生前经常念叨着，只要有能力就一定要
还。现在儿子有了收入，是时候去感谢那些好心人了。”徐
老太说，账本记录了 26 位恩人，目前已经还了 17 家。

婉拒奖励： “有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徐老太一直是低保户，一个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十多平方
米的单层平房里面，儿子王长根在一家企业从事销售工作，
平时住在职工宿舍。
王长根说，虽然自己挣得不多，但是希望和母亲一起把
欠好心人的钱一笔笔还上，八宝粥则是他自己批发来的。

▲靠卖些海产品为生的徐兰芳拉着木头板车 ，从当地菜场收摊回家(2 月 7 日摄) 。

看到消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出了新年第一笔
最美浙江人奖励，共 5000 元，要奖给徐老太。而徐老太和
子女决定婉拒这份奖励。
“我跟妈妈一致谢谢大家的好意，不管是单位还是个
人，这些钱我们都不会收，因为有比我们更需要的人。”王
长根说：“还钱是一件小事，还掉就好了，希望社会能把更
多的资源关怀投入到更有需要的地方。”
王长根说，多年来他一直感谢社会，感谢政府，没有抛
弃他们，给他们全家支持，感觉真是温暖。
26 岁的王长根在兰州上大学期间是班长，曾和同学合
伙开二手书店，大学期间不仅靠自己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
还能攒下一部分钱补贴家里。
刚结婚不久的王长根也在为婚房发愁。但他说自己还年
轻，会努力工作还清爸爸生病期间欠下的债务，“如果 10
年还不完，我就分 20 年还。”

“念恩大妈”是“大爱之城”的缩影
徐老太感动了当地村民。当年帮助过徐家的村民收到钱
后，有些坚决不要，有些第二天又把钱送回来。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记者碰到回来送钱的村民张大姐。她说：“前两天就
在村子里碰到了徐老太，她就递过来一百块钱，说是欠那
么久才还，很不好意思。当时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都十
几年了，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老太太居然还记得。”
徐老太的感恩，也感动了网友，大家称她为“念恩大
妈”。网友们纷纷留言：“永远怀着一份感恩之心，这就
是对当初伸出爱心之手的人最好的安慰和回报。”“善
良，永远不过期，好心，永远有好报。”“感人，禁不住
泪流满面。”“老人家践行了她的做人道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地像徐老太太这样的“宁波好
人”还有很多。因而宁波也被称为“大爱之城”，这里有
18 年来隐秘捐款上千万的神秘人“顺其自然”，还有今
年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全国道德模范俞复玲等。
鄞州区各级政府多次前往探望慰问徐老太，并号召大
家向老太太诚信、感恩的品质学习。“徐兰芳大妈知恩感
恩、念恩报恩，讲‘诚信’、践承诺，弘扬了传统善德，
传承了义乡文化，故事感人至深。”宁波市委常委、鄞州
区委书记胡军说：“我们就是要不断发掘、传颂这种凡人
(参与采写：黄瑞鹏 、续大治)
善举。”
新华社宁波新媒体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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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请问今天吃什么粉？”
新
春的清晨，刘国兴夫妇的粉店热气
腾腾，人来人往。夫妇俩一边下粉，
一边招待小区顾客，却不主动收钱。
有的人吃完粉对老板笑着道声“谢
谢”
就走了，有的人吃完粉留下钱就
走，一切显得自然而亲切。
这是一家名叫“馨园面粉”
的小
小米粉店，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井湾
子街道德馨园社区。店主刘国兴曾
是一名油漆工。由于下岗和受职业
病影响，刘国兴夫妇生活一直很拮
据。2011 年 8 月，小区的街坊邻居
们鼓励刘国兴夫妇开粉店以改善生
计。
开店之初，缺少启动资金，邻居
们捐款凑了 1 万多元；缺少厨具，有
的邻居送蒸锅，有的送开水瓶，有的
送碗；缺乏做米粉的经验，退休大厨
刘师傅上门手把手地教……在街坊
邻居一碗一瓢的支持下，刘国兴夫
妇的粉店终于开张了。被邻居关爱
低
感动的刘国兴夫妇决定，为孤残、
保老人和学龄前孩子免费赠送米
粉。
米粉店开张后，刘国兴夫妇从
不主动向顾客要钱，只要邻居愿意，
就可免费吃粉。一碗米粉虽不值几
个钱，却传递着用钱难以衡量的温
“刘
暖。79 岁的孤寡老人刘金莲说：
国兴从来不肯收我的钱，要是我哪
天早上没来吃粉，他都要跑到家里去查看。”
渐渐地，街坊们把
“馨园面粉”
称为“爱心粉店”
。
爱心粉店虽不起眼，却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它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德馨园社区每一个门店、每一个人，小区整条商业街也随之
泛出了日益厚重的好人文化。
免费药品，免费理发，免费课本……受爱心粉店的感染，胡
队伍。这
杨卤菜店、修脚店等 9 个商铺主动要求加入“好人好店”
些门店公开承诺，向困难户、老人、小孩等开展免费服务或长期
折扣服务。
就这样，德馨园小区内一条小小的商业街变身为“好人好店
一条街”
。长沙市、雨花区两级文明委还统一设计了 LOGO ，授
予“好人好店”
奖牌，以表彰这些门店的善行义举。
德馨园社区是一个经济适用房集中的小区，居民收入水平
并不高。当爱心在人们内心涌动，邻里的互帮互爱、社区的和谐
美好，让最普通的小区成为道德高地。
2016 年 10 月，
刘国兴不慎跌倒导致骨折，高额的手术费用
让他有了关闭粉店的想法。正在犯愁的时候，街坊邻居再次伸出
了援助的双手。他们不仅送来了 1 . 7 万元爱心款，还轮流替休
养的刘国兴打理粉店。
新春伊始，
“好人好店一条街”
逐渐热闹起来。刘国兴告诉记
者，看到越来越多的门店和邻居参与到爱心公益中来，心里很高
兴。他已决定把粉店名字改为“好人多”
粉店，担当爱心传递的示
范店。
新华社长沙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