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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儿子，3个送去参军。后来，
一子在战斗中牺牲，另一子因受不了
打击而患上精神疾病。

但，他们的父母数十年来从未开
口要过任何特殊待遇，只是默默努力
工作，退休后还力所能及发挥余热传
播正能量。

这是一段历时40年、至今仍在继
续，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暗
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
青春、忠诚，乃至生命。

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这个
家庭，探寻一位烈士母亲的初心与坚
守。

“国家需要我的儿子去当兵”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为党的事
业奋斗了一生。今天老何走了，我要
代表他，向全家人提出4条要求：第
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一辈子听
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
含糊。第二，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
但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我作为
一个老党员要带头说到做到。第三，
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第四，
我要代表老何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
费。”

6月6日下午，当这一行行略带颤
抖、歪斜的字迹，被一双满是皱纹的手
从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中露出的那一
刻，这间陋室里所有的人，都眼眶通
红、集体沉默。

这双满是皱纹的手的主人，叫田
伯芬，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那一行
行字迹，是她记下的老伴生前愿望，并
形成了全家老小恪守的4条要求。

这是一段历时40年、至今仍在继
续，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暗
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
青春、忠诚，乃至生命。

对田伯芬而言，1979年2月20日
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她笑着回忆自己就是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妻子、4个
儿子的母亲”，过着最平淡却也最幸福
的日子；在此之后，笑容一度与她绝
缘，日子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田伯芬有3个儿子先后参军。他
们服役的地方，分别在东北、西藏和云
南。对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
复杂形势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在这
三处边陲服役意味着什么。

1979年 2月 20日，年仅21岁的
四子何田忠，为掩护战友突围、保卫指
挥所，英勇牺牲。

何田忠的奖章证书记录了这位烈
士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绚烂的忠诚、悍
勇与壮烈：“该同志……表现勇敢、不
怕牺牲、冲锋在前，协同班、排长指
挥。火箭筒手负伤，自告奋勇当射手，
打得狠、猛、准，勇往直前、临危不惧、

生命置之度外……不幸光荣牺牲。”
二等功军功章、追授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以及革命烈士的证章传回重庆
老家时，田伯芬与老伴何良英瞬间崩
溃。

西南地区民间称呼最幼的子女为
“幺儿”，还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俗语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最疼爱的“幺儿”何田忠牺牲了，
连婚都没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苦，让田伯芬大病一场。从此，每年的
2月成了老人的心结，她都会大病一
场。

雪上加霜的是，与弟弟感情极为
深厚的二哥何田钦，接到弟弟牺牲消
息的当天就因受不了刺激而患上精神
疾病，从此无法正常生活。

事隔多年，有人怀着深深的惋惜
问过田伯芬：“你生了4个儿子，怎么
就送了3个去当兵啊？你也太……”

田伯芬含泪哽咽：“我是旧社会走
过来的人，我不懂大道理，但我晓得当
国家需要、党需要的时候，我就应该义
无反顾地送儿子去当兵。”

“一心跟党走就是我的初心”

田伯芬经历人生这道分水岭时，
她已44岁。曾经健壮如牛的4个儿
子，至此只剩下两个健康的，并且依旧
在遥远的边陲服役。

何田忠牺牲后，党和政府给予了
何家最大的关怀。但是，当组织上问
到老两口有什么要求时，不善言辞的
何良英只是摇头，田伯芬则轻声说了
一句：“我们家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

或许，不了解田伯芬的人，会觉得
她是“高姿态”，但真正了解她的人，明
白那是她的肺腑之言。

田伯芬生于 1935 年，内忧外患
中，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

“我的爷爷奶奶，租地主的田地，
累死累活一年下来，自己只能得三成，
你说苦不苦？”田伯芬记忆里爷爷奶奶
的身影永远是佝偻着劳作的样子，似
乎永远没有直起腰来的时候。

“你们现在哪里看得到地主压迫
农民？”老人和善的眸子会因为回忆而
泛红。

到了田伯芬母亲这一代，她有着
更深的痛。因为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
12个子女，然而，最终挣扎着活下来
的，只有7个。

“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清楚记得，我
的一个弟弟眼睛生病，得不到好的治
疗瞎了，最后还淹死了。”老人胸口的
起伏，随着讲述越来越大。

“我老母亲生了12个子女，只活
下来7个。我只生了4个儿子，一个个
活蹦乱跳，还够资格去当兵。这就是
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哇！”田伯芬每
每遇到一些质疑她的人，总是不留半
分情面。

“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织
布、印染为生，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一
匹5丈长的布，只能换3升包谷。”田伯
芬苦笑，就是这3升包谷，要抱回家还
不容易。

田伯芬小名叫“桂花”，他的父母
每次都会反复叮嘱：“桂花，路上要小
心哟，千万不能被‘棒老二’抢去啰！”

“啥叫‘棒老二’你们晓得不？就
是土匪哇！”田伯芬颤抖着手说，“如今
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磕着瓜子才能看到
的土匪，我是从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
哭啊！”

童年的苦难记忆，与新中国建立
后的新气象，让田伯芬焕发出了重生
般的激情。

19岁那年，田伯芬从长寿来到重
庆主城与何良英结婚，并因职工家属
的缘故，进入重庆特殊钢铁厂，成了一
名普通工人。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女工，在
1960年就光荣入党，甚至早于丈夫何
良英两年入党。

“为啥入党？说真心话，我和我的
一家老小都受了党的恩情，我这一辈
子，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含糊！”田伯
芬动情地说，“现在讲不忘初心，这就
是我的初心！”

“我的人生里没有后悔二字”

田伯芬于25岁的年纪，以一个普
通女工的身份入党，这在当时算是一
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就连老伴何良英
在世时，也经常跟她开玩笑说：“你思
想比我先进，觉悟比我高。”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党较早，却
不知道其中缘故，而田伯芬自己也从
来不多谈这些，只有像王朝东这样的
老同事、老邻居，才清楚田伯芬当年工
作起来的拼命劲。

“她啊，这么说吧，那时候每年评
先进工作者，不用放榜都晓得肯定有
她！”如今79岁的王朝东感慨。

得知自己的往事被记者翻出来
了，田伯芬老人意外之余，也只是淡淡
地摆摆手：“你们都说我觉悟高、思想
先进，但要我说，大家都是做工作，我
也没干啥子特别的事，那些荣誉是组
织上的关心罢了。”

事实上，从最初进厂时的鼓风机
工人，到配电房的配电工等，田伯芬所
干的，大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这样的人先入党，所有工友都是
心服口服。”王朝东说，几十年来的同
事、邻居处下来，从没听到田伯芬抱怨
过，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从来不抱
怨。

何田忠牺牲后，当大儿子和三儿
子相继退役回重庆时，老两口没有向
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而是完全服从
组织分配。

最终，两个儿子一个成了厂里一
线的拉丝工人，一个成了一线的轧钢
工人，都是最基层最辛苦的岗位。

“你们的弟弟为国牺牲，我们都不
能给他抹黑啊！”田伯芬面对两个退役
回来的儿子时，抹着眼泪说，“你们都
是当过兵的人，退伍了也要有军人的
担当，以后就各凭本事，争取干出一份
成绩。”

事实上，两个儿子太清楚母亲的
为人了。早在1963年的时候，先后担
任过车间女工委员、团支部书记等众
多职务的田伯芬，被组织叫去谈话，希
望调她去一个街道办的白云石厂工
作。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重庆特殊钢
铁厂是一家特大国有企业，而那个白
云石厂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两
者之间的差距基本可作“金饭碗”与

“泥饭碗”的类比。
“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什么时候

报到？”这是田伯芬彼时的第一反应。
领导们本来以为这次调动需要做很多
思想工作。

此后，田伯芬的工作岗位，就如那
句流传甚广的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她先后在白云石厂、
沙坪坝区建管办、修缮队、第四建筑公
司等工作岗位干过。

如今，田伯芬的退休金仅3000元
出头，有人问过她“后悔不？”

她答：“年轻时有工作、有荣誉，老
了有退休金、有医保，还有重庆市烈属
优待金，我后悔什么？”

“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见到了以往
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很幸
福，组织上和社会上给予我的也太多
太多了。”田伯芬说，“我的人生里没有
后悔二字。”

“人生最后一站也不忘
当初誓言”

田伯芬至今住在一栋极为老旧的
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她的家中，
基本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连
墙壁都是社区给她用石灰刷白的。

然而，她的幸福感却从来不逊于
任何一个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社会各界对她的关爱。

“我有好多好多的兵儿子、兵闺
女。”老人闲暇之余，最喜欢翻看的就
是相册。那里有全国各地认她当母亲
的部队官兵。

大至一部新款手机，小至一张明
信片，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心意
礼物，是老人家最看重的东西。

“人老了，念旧。”陆军军医大学新
桥医院的孟召友是田伯芬众多“兵儿
子”中的一员，从2012年开始，他每月
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7年里从未间
断。

在田伯芬所住的沙坪坝区石井坡
街道团结坝社区，为老人修缮房屋、上
门走访照料等，从来不需要老人自己
开口，社区自会一一安排到位。

而田伯芬从来不会安享这一
切，她自告奋勇担任起她所在楼栋
的楼栋长，负责全楼的路灯电费收
缴。

“她收电费收了一回，我们都不让
她干了！”石井坡街道负责双拥工作的
工作人员江志国提起田伯芬，哭笑不
得。

原来，团结坝社区困难群众较多，
街坊们都不宽裕，田伯芬收电费的方
式，就是悄悄垫上300元钱，然后根本
就不上门催收。

“老人家，你总共一个月就3000
多块钱退休金，你打算垫到什么时
候？”江志国听说此事后上门“兴师问
罪”，因为他照顾田伯芬整十年了，太
了解这个老太太了。

田伯芬先是一愣，末了呵呵一笑：
“你啷个晓得了啊？也没垫好多钱。
街坊们都不容易，我晓得。”

2018年12月，老伴何良英去世，
田伯芬顶着巨大的悲痛料理后事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2016年曾经
表达过的愿望，田伯芬连夜一笔一划
地写在笔记本上：“要一辈子听党的
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
糊。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不
收慰问金……”在追悼会上，田伯芬
当众念了出来，内容就是前文所述的
4条要求。

“我当时眼泪唰地就涌出来了，双
手捂都捂不住。”江志国也是一名服役
13年的转业军人，在哀乐低回中，听到
田伯芬老人念出的4条要求，这个钢
铁汉子泪如雨下。

团结坝社区党委当时送去了200
元慰问金，田伯芬指着笔记本上的4
条要求，坚持不收。双方坚持许久后，
老人沉默了片刻。

“这钱，就当作老何最后一笔党费
吧，这也是他的遗愿之一。”田伯芬的
话，再次让众人泪奔。

最终，在社会各界前来悼念的人
士中，田伯芬没有收一分钱的慰问金。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党的这么
多年培养教育，我们都记在心上，不能
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站，就忘了当初
的入党誓言。”田伯芬说。

一位烈士母亲的初心与坚守
本报记者 陈波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在
重庆，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
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也
有序铺开。6月10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今年
初，我市评出10个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市级示范县（区），并争取今年
底前建成600个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村。

早在 2017 年 3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公布“全国首批100个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县”名单，重庆有忠县、秀山县、
万盛经开区入围，标志着我市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启动。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农村
地区设置再生资源回收点 2964
个，开展易腐垃圾堆肥的行政村有
460个。

忠县、秀山、万盛三地成效明
显。以万盛经开区为例，该区将全
区57个行政村分为一类示范村和
二类示范村，以“先期试点、分步实
施、逐步展开”的方式大力推进示范
工作；并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纳入
区财政年度预算，2018年以来共投
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经费860余万
元；建立健全了农村生活垃圾资源
化利用“三级回收网点”，即村级布
设固定或流动回收站点，镇级设小

型固定回收站，区级设大中型回收
站；建立垃圾回收站（点）的补贴机
制，每年对每个回收站点补贴2000
元至5000元。该区还将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督促部门、镇、村、社分级负责、层层
落实工作责任，并将垃圾分类标准
作为硬性指标，要求村民对保洁员
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保洁员对
农户垃圾初分情况进行监督，形成
双向监督、相互制约的分类机制。
截至目前，该区农村垃圾分类镇覆
盖率达 100%、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今年初，经各区县申
报、市级综合评定，万州区、涪陵区、
九龙坡区、渝北区、綦江区、璧山区、
潼南区、丰都县、垫江县、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等10个区县被确定为我
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市级示范县
（区）。与此同时，我市还明确了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的主要任务、
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对垃圾分类
示范县、示范村的建设标准进行了
详细规定。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表示，我市
将争取今年底前建成600个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村，2020年建成2000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重庆争取今年底前建成
600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这是一位烈士的
母亲，也是一名老党
员。

1960 年，时年 25
岁的她从加入中国共
产党时起，就一直坚守
入党的初心：“我和我
的一家老小都受了党
的恩情，我这一辈子，
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
含糊！”

4个儿子，3个送去
参军。当最小的儿子
牺牲，另外两个儿子转
业时，她从未向组织提
出任何要求。

2018年12月，老伴
去世之际，她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老伴 2016 年
曾经表达过的愿望：

“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
党走，啥时候都不动
摇、都不含糊。不能向
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不收慰问金……”

6月3日，永川区红旗小学，学生分类投放“垃圾”。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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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
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体现。如何才能引导广大群
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在区县采访
时发现，推广垃圾分类，他们妙招
频出，让赵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

打造垃圾分类智慧管理平台

居民正确投放垃圾赚了多少积
分，能兑换什么礼品通过平台都能
看见。这就是两江新区打造的垃圾
分类智慧管理平台。

两江新区与重庆暄洁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南京志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两家公司帮助两江新区
建设可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智慧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智慧管理平台，由再
生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用户服务系
统、报表展示系统和四大硬件设备
（手持智能终端、智能回收箱、自助
打印终端、礼品兑换机）组成，采取
注册建档—贴码分类投放—巡检积
分—线上线下同步兑换—数据统计
分析—定向指导的运营流程。

该平台通过二维码、GPS等技
术手段，为居民建立一户一档实名
制，通过智能技术手段实施垃圾分
类投放质量及回收管理的数据收集
和传输，可以实现垃圾投放的源头
可溯和分类行为的平台管理，即正
确投放行为采取积分奖励，不正确
投放行为进行定向宣导。

“通过该平台，用户可以查看垃
圾分类知识、投放指南等，也可以在
网上领取垃圾袋、随时查询积分等。”
两江新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为调动社区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两江新区还
在部分小区试点智能垃圾桶分类回
收。智能垃圾桶能对投放的垃圾进
行称重，当垃圾桶出现满溢时会自
动报警。

开发“垃圾分类大消除”游戏

最近，细心的市民发现微信小
程序上多了一款“垃圾分类大消除”

游戏。
这是由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开

发的垃圾分类小游戏，玩家不仅能
通过有趣的玩法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还能赢取一定的现金奖励。

“垃圾分类小游戏”结合了
《俄罗斯方块》和《开心消消乐》的
经典玩法。不同的是，这款游戏
的消除元素从各种卡通动物变为
了不同的卡通版生活垃圾，只有
将这些卡通版生活垃圾丢进正确
的垃圾桶，且堆满3个，才能进行
消除。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虽然从
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却能轻易上
手，而且玩了就感觉停不下来。”市
民江先生玩了这个游戏后连声称
赞。

为增加游戏的趣味性，该游戏
还设置了特殊的“炸弹”道具，可帮
助玩家清除掉一个垃圾。此外，背
景音乐和垃圾进桶的特色音效，同
样也为这款游戏添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每场游戏
获得分数，游戏玩家可得到不同的
游戏积分，利用这些积分在游戏首
页进行转盘抽奖，有机会领取不等
的现金红包奖励，还有机会赢取“神
秘大奖”。

垃圾分类走进课堂

在永川区，则让垃圾分类课程
走进了课堂。

6月3日，该区红旗小学开展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教育
活动，老师走上课堂给学生讲解垃
圾分类知识，并通过做游戏的方式
让学生巩固掌握。老师将印有茶叶
渣、宠物粪便等各种垃圾名称的卡
片分发给学生，并模拟设置了其他
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
圾4个垃圾桶，让学生根据垃圾的
不同分类进行投放，从而让学生能
够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除了课堂上讲解，我们还鼓励
学生回家监督家长分类投放垃圾，
引导更多人关注和支持垃圾分类，
共同保护环境。”红旗小学有关负责
人表示。

（记者 陈钧 廖雪梅 实习
生 彭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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