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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杰文、莫鑫

　　近日，一组跨越一个甲子的“婚纱照”在网
上刷屏。照片中的小伙子名叫张佳港，今年 24
岁，是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消防救援大队的一
名消防员，旁边的老人叫唐才英，今年 85 岁，
是分宜县人民医院的一名退休保洁员。
　　 1997 年的一个傍晚，61 岁的唐才英在医
院捡到一对弃婴，取名张佳港、张佳回。依靠工
资和卖菜、卖废品的微薄收入，唐才英和丈夫将
5 名亲生儿女养大，并前前后后收养过近 40 名
弃婴。张佳港从小就叫唐才英“外婆”，这一叫
就是 24 年。
　　 2020 年 5 月，张佳港趁着休年假，悄悄为
外婆安排了一个惊喜：带外公外婆拍一组婚
纱照。
  那天，外公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张佳港便
穿上制服陪外婆完成拍摄。外婆看着照片里的
自己，虽然有些害羞但却开心。
　　日前记者来到分宜，穿过繁华的县城街道，
沿着铁路旁的蜿蜒小路往前走，眼前出现两排
低矮的砖瓦房，在一处陈旧的砖房内，见到了唐
才英老人。由于常年操劳奔波，老人干瘦的身
躯几乎佝偻成 90 度，深深的皱纹遍布在她慈
祥的脸上，但提起孩子们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
烁着幸福的光芒。

“看到孩子过得好我就开心”

　　唐才英的工作需要每天早起，因此她偶尔
能发现被遗弃在医院附近的婴儿。每次她把孩
子养得结实健康后，或者送去福利院，或者被好
心人领养。遇到体质弱一点、别人不敢领养的
孩子，她就一直留在家里悉心照顾。

　　与之前顺利收养孩子相比，1993 年收养琳
琳，1997 年收养丹丹、双胞胎兄弟小港和小回，
让唐才英遇到了一些阻力。
　　儿女们看到母亲年纪这么大，本来可以在
家养老享福，却还要照看捡来的孩子，他们都心
疼母亲，反对母亲再收养孩子，但唐才英坚持要

将孩子养大。
　　反对无果后，唐才英亲生儿女就四处打
听，希望有人能领养这些孩子，减轻母亲负
担。2011 年，经民政部门同意，丹丹和小回
分别被一个教师家庭和一个医生家庭领养，
琳琳和小港继续留在唐才英身边。

　　“外婆也把我送到过别人家几次，但是
我跟外婆感情特别深，一被送出去就吵着
要外婆，后来外婆心里过意不去，下决心哪
怕生活再难也要把我留下来。”张佳港对记
者说。
　　唐才英丈夫退休前在铁路部门工作，刚
开始不同意老伴领养这么多孩子。“但在我的
坚持下，他慢慢理解了我，帮我照看孩子。”唐
才英说。
　　为了抚养好孩子，唐才英在尽心尽力做
好本职工作之余，下班后到医院后勤部门帮
忙洗衣服、被子等，贴补家用。而随着唐才英
年龄的增长，清洁工的工作慢慢无法胜任了。
1998 年起，她只能以微薄的退休金维持自己
和孩子们的生活，并靠开荒种菜和养猪贴补
家用。可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唐才英从不吝
惜，竭尽所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条件。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唐才英又开始为
他们的前程谋划起来：自己这些年没有什么
积蓄，得给孩子们准备上大学的学费。年纪
大了干不动别的活，她就每天抽空出门捡废
品卖钱。
　　得知唐才英抚养孤儿的情况后，当地民
政部门多次为老人申请临时生活补助，并帮
助老人改善居住生活条件。唐才英的事迹打
动了很多人，老人因此荣登“中国好人榜”，并
在 2017 年荣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
　　总有人好奇，唐才英明明可以靠退休工
资过着享福的日子，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辛苦，
她图的是什么？
　　面对别人的疑问，唐才英总是说自己很
幸福：“我这个人蛮能吃苦，多做点事、多吃点
苦我不怕。对我的孩子，不管是亲生的还是
领养的，我都一样爱他们，一心希望他们过得
好，看他们过得好我就开心。”

  “消防员哥哥的出现改变了我

的人生”

　　 2001 年，得知唐才英收养孤儿的事情
后，分宜县消防大队消防员决定资助唐才英
老人和孩子们，帮孩子缴纳学费，送去书籍和
文具。
　　张佳港喜欢画画，消防员就筹钱送他上
美术兴趣班，从 4 岁直至高中。14 岁那年，
张佳港偏科严重，数学跟不上。消防员得知
后，挑选数学成绩好的队员帮他补课，同时出
钱让他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老师了解情况
后，主动减免张佳港一半的学费。
　　“消防员哥哥的出现解决了外婆的大难
题，也改变了我和姐姐的人生。”张佳港说，那
时，最期待消防员哥哥来家里，也最喜欢去消
防队和哥哥们玩耍。他们把我视为亲人，我
也把他们当作家人。

　　 2016 年 9 月，张佳港高中毕业考上一
所学校，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在继续求学
与参军报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成为一名消
防员，被分配到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
　　 2019 年，随着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团
圆计划”的开启，张佳港成为首批受益者，从
萍乡市调回新余市分宜县，回到外婆身边。
　　“是外婆的抚养、消防员哥哥的资助，自
己才能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如今我作
为一名消防员，坚守我的岗位，为人民服务就
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张佳港说。

“外婆就是我的母亲”

　　 24 岁的张佳港除了日常执行紧张的消
防救援任务外，正在非常努力地准备考试，力
争今年 6 月顺利考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用
他的话来说：“能让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干一
些不平凡的事情，是我最大的理想。”
　　而谈到外婆，张佳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
望她能够身体健康，因为将来很多幸福时刻
都需要外婆见证。现在一有假期，张佳港就
带着外婆出去旅行。2020 年，张佳港带着外
婆去了她一直想去的长沙，骑车带着外婆在
梅溪湖畔转了两个小时。那天，80 多岁的外
婆开心得像个孩子。
　　唐才英看着自己帅气的“外孙”成为一名
光荣的消防员，心里别提多骄傲了。虽然有
时候唐才英也会在张佳港出任务的时候担
心，但是老人从来不告诉“外孙”，每次见到

“外孙”时都会嘱咐：“不用挂念我，家里也都
挺好的，你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说起自己的亲生父母，张佳港提及更多
的词是“理解”：“我不怪我的亲生父母，都过
了这么多年，我其实挺理解他们的，他们那个
时候肯定有什么难处，如果不是的话，谁会想
着把自己的孩子丢掉呢？”
　　“我也没有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因
为在我的心中，外婆就是我的母亲。”张佳
港说。
　　如今，张佳港接过外婆和消防大队助人
为善的接力棒，和队友们资助了两名家境贫
困的学生。“当年正是因为有外婆和消防队哥
哥们的帮助，我那时的生活才有了希望，自己
也有了自信，正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所以我会
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和善意。”张佳港说。
　　唐才英曾和邻居说，一辈子没有穿过婚
纱。张佳港记在心里，决定帮外婆实现这个
心愿。2020 年 5 月，他悄悄张罗着给外公
外婆拍婚纱照，但当时外公身体不好，于是张
佳港穿上制服，替外公跟外婆拍了一组艺术
婚纱照。当不知情的唐才英被张佳港带到影
楼，还有点不好意思，但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唐才英的脸上羞涩中分明带着向往。

　　“哎呀，不得了了呀，救救我的儿子吧！”杨
茶生听到呼叫声，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冲出店
铺，一个年轻妇女在呼救。
　　“大姐，出什么事儿了？我来帮你！”
　　“我煤气灶上煮着饭，门被我关上了，儿子
在里面，钥匙忘在家里了。”
　　“几楼？哪间房？”杨茶生操起工具冲上去，
爬上窗户破窗而入，迅速关掉煤气阀，抱起哭喊
的孩子，打开房门，“没事儿了”。
　　妇女掏钱感谢，杨茶生说，“谁家没有一点
难处，应该的！”
　　回到店里，媳妇对杨茶生说，你刚冲出去，
一笔近万元的生意就找上门，但客人急，去了对
门木根店。“好呀，这不好了木根吗？生意总是
做不完的，别人有难就要帮！”
　　在淘金和淘“义”的天平上，杨茶生的心头
始终有自己的“准星”。
　　 48 岁的杨茶生是革命老区江西安义县
的一名农民，来到上海打拼了 30 年。当初，
带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到上海，但在为社区
居民安装铝合金门窗的工作中，他发现，繁华
的都市里，也生活着不少特别需要帮助的群
众。从此，这位寻梦人就成了帮助困难群众
的热心人，“有困难找杨茶生”在黄浦江两岸
流传开来。

不为人民币服务，而为人民服务

　　“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不是
为人民币服务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杨茶
生说。
　　有一位老太太找到杨茶生，她家的门窗老
朽了，担心风大了吹落下去砸伤人。

　　“奶奶，您这门窗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我
给您安装新的！”
　　“不用换，不用换，修修就行了！”“奶奶，我
给您换新的，我量量尺寸，赶紧给您做好！”
　　“不行，不行，真的只修不换！”
　　杨茶生知道老人是舍不得花钱，便自己掏
钱免费帮她换了新的。
　　上海每 10 个居民中就有 3 个老人，并且
许多老人是独居……但许多老年人不愿花钱修
理门窗，总想将就地用下去。
　　“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杨茶生决定为附
近群众的房子门窗做义务体检。他发现，门窗
材料市场以次充好的问题突出，便赶回江西安
义，协调家乡的企业生产质量更好一点、价格更
便宜一点的建材产品，迅速在沪上打开市场，赢
得了群众的口碑。
　　建立“小杨热线”服务电话，上门免费服
务，杨茶生在店铺挂出永不摘下的小黑板：每
天下午三点以后免费上门为孤寡老人、军烈属
服务。
　　一个冬夜，杨茶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家
里马桶坏了，却说不清楚哪里坏了。杨茶生急
忙赶过去，发现老人家粪便溢满地，不是马桶坏
了，而是严重堵了。没带疏通工具的杨茶生，脱
下棉衣、挽起衣袖，毫不犹豫地用手伸进马桶搅
动、掏挖，马桶终于疏通了，而站在一旁的老人
也惊呆了。
　　龙吴路东湾小区一位 91 岁的老伯，家里
水斗铁托架烂了，杨茶生随口说了句，“铁架子
烂完了，没办法修”，老伯不高兴了：“你们‘小杨
热线’能干什么？这样的东西都不能修？”杨茶
生连忙说：“老伯，我是说在这里无法修好，我带
回去修，明天来装上行不行？”第二天，杨茶生自

己掏钱买了副新的铁托架装了上去。
　　“我家茶生虽然在小黑板上告示：每天下
午三点后是免费助人时间，但实际上呢，他是
24 小时随叫随到，凡是属免费帮扶范围内的
人，分文不收。”妻子杨润花对丈夫学习雷锋
精神满是自豪。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党员可

以带动一片

　　杨茶生的父亲是一位辛勤劳作的农民，
他教育杨茶生，“要邻里相帮相助，谁家没有
一点困难呀？”朴实的话语，牢牢地扎根杨茶
生的心灵。
　　杨茶生是一名党员，他像珍惜自己的眼
睛一样，珍惜自己的党员形象、雷锋形象。
在“小杨热线”的胸牌上，他这样写道：30 年
风雨无阻，从小杨到老杨，坚守信念为人民
服务，免费小修小补，门窗工匠精神，不忘
初心。
　　静安区有一对 90 多岁的老红军夫妇，
家中的家具已有两年多不好使用了——— 抽屉
拉不开，放在里面的东西拿不出来。但这个
活太小，找了许多店铺都不愿意干。老红军
于是给上海电视台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帮
助他找到杨茶生。杨茶生按照电视台告诉的
地址，带着儿子一起来到老红军家，一样样把
家具修复。
　　 2015 年，“小杨热线”的团队壮大了，杨
茶生萌生想开“杨茶生学雷锋联盟店”的想
法：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但作为一名党
员，有义务带动更多的热心人，帮助需要帮助
的困难群众。不能让有困难的群众写信找自

己，而是当群众有困难时，能够随时找到帮忙
的人。
　　说干就干。杨茶生提出自愿加入“杨茶
生学雷锋联盟店”的条件：用诚信、用良心为
人民服务；规定每个店每月要做几件好事；店
面门口要设免费充电、免费借伞……这一倡
议，迅速在上海引发热心人互动，踊跃报名参
加的人数超过百人，目前已建立了 36 家门
店，全部统一门标、统一店面、统一服务宗旨、
统一免费服务项目。
　　现在“小杨热线”加盟的专业队伍，有装
修企业的全套工种，不仅可以为需要家装的
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还可以做到群众需要
什么工种服务就有相应的工种上门。

  做好事也要迭代，智能时代要

有科技手段

　　 30 年来，杨茶生服务群众的路，走过了
“邻里相帮”“小黑板”“小杨热线”三个阶段，
好事做了一箩筐的他又有了新的心愿：现在
特别希望建一个“小杨热线”云平台，用现代
科技打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在智能时代更好为民服务。
　　 2020 年疫情暴发期间，当上海市号召
全体市民尽可能宅在家里时，不少上海市民
遇到生活上的难处，频频向“小杨热线”发出
求助。杨茶生毫不犹豫戴上口罩，走家串户
服务。老百姓家的厕所漫水了、水斗堵住了、
灶台点不着火了、抽油机罢工了、空调坏了、
电灯不亮了、水龙头坏了、水管爆漏了……杨
茶生几乎全部都免费服务。
　　防疫要勤开窗户换清新空气，考虑到上

海返城知青和下岗工人家庭的窗纱，许多都
被积年的油烟灰尘牢牢糊住不能透风，杨茶
生夫妇便自己掏钱，率领“志愿者团队”到许
多社区为老百姓免费换窗纱。据统计，杨茶
生夫妇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共计免费服务近
300 户居民，免费换水斗、修蚊帐、修家具等
近 50 件，换窗纱近 900 扇，为防台风门窗体
检近 700 平方米……
　　在上海抗疫期间，“小杨热线”收到了一
条特殊微信，一位 83 岁的老人，她并不厌
世，也并非穷困，但就是不想再活下去了……
杨茶生夫妇火速赶到这位老人家，劝慰老人
一定要想开帮助老人做好家务，修好已损坏
的家具……老人很受感动，“我原本是不愿拖
累社会，但看到你们的热心，我得好好活下
去”。
　　江西省安义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现
安义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沈冬英说，“杨茶
生 30 年如一日，为群众做好平凡的小事，但
在群众心中，这些小事却是生活中要紧的大
事”。
　　据不完全统计，30 年来，杨茶生和他的
志愿者团队至少服务了近四万群众，免费为
群众修理门窗、马桶、家具达到六万多件，义
务服务时间近 12 万小时。每次公益活动结
束，就有更多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者服
务队。
　　“现在志愿者的规模越来越大，群众的需
求越来越多样化，如果还按照以前的办法，已
经不能满足困难群众的需要了。”杨茶生说，
特别希望能建一个平台，管理好志愿者，及时
响应群众的需求。
         （方政军、冯联清、吕平）

别样婚纱照背后的暖闻：“新娘”前后收养过 40 名弃婴

“新郎”：不会找亲生父母，“外婆”就是我母亲

从小修小补做好事，到发动同行“加盟”学雷锋
党员农民工杨茶生 30 年来在上海敬老爱老，“小杨热线”门窗工匠精神诠释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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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才英是医院的一名退休保

洁员，但前前后后收养过近 40 名

弃婴

  为了抚养好孩子，唐才英下

班后到医院后勤部门帮忙洗衣

服、被子等，贴补家用

  为了给孩子们准备上大学的

学费，唐才英年纪大了干不动别

的活，她就每天抽空出门捡废品

卖钱

  唐才英曾和邻居说，一辈子

没有穿过婚纱。张佳港记在心里，

决定帮外婆实现这个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