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惠春

将弃婴抚养成才的“法官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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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本报记者 孙艳

四世同堂的榜样妈妈

今年68岁的王华国， 已经是当姥
姥的人了， 而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幸福
的孩子， 如今已经89岁的妈妈一直在
用她的阳光温暖着她。 在她心里， 以
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母亲是我
一生的榜样。”

王华国的妈妈胡惠春， 是朝阳区
东湖街道的一名普通的退休居民， 老
人从教师岗位退休后， 成为东湖街道
彩虹艺术团老年时装模特队的一员 ，
多次代表街道参加朝阳区、 北京市老
年时装比赛 ， 曾获 “最佳人气奖 ”
“最佳形象气质奖” “文艺之星” 等冠
军称号， 2015年她获得 “北京最美家
庭” 称号， 让老人在辖区甚至北京市
都小有名气。

对于女儿王华国来讲， 不是因为
妈妈名气让她感到自豪， 而是妈妈的
阳光心态、 通情达理， 传递给别人的
阳光， 让儿女感到自豪。

“特别健康、 特别阳光、 特别可
爱 ” 王华国评价妈妈喜欢用 “特别 ”
“最” 这样的形容词。 “我们这个四世
同堂的大家庭， 非常和谐， 而这样的
氛围主要是靠我妈妈带动起来的。” 都
说婆媳关系难相处 ， 在王华国看来 ，
妈妈和儿媳的关系不但好相处， 而且
很亲密。

“一般都是儿媳妇照顾婆婆， 咱

家是婆婆照顾儿媳妇。 儿媳妇身体不
好， 在儿媳妇住院期间， 老太太到医
院看护， 还做病号饭。” 王华国说， 在
老太太心里 ， 儿媳妇就像女儿一样 ，
她同样把母爱传递给了儿媳妇。

在母亲胡惠春家里， 温馨的装饰
中， 随处可见的婚纱照非常抢眼， 这
是父母结婚50多年后补拍， 也是父母
第一次拍婚纱照。 其实说到名气， 胡
惠春夫妻2008年还被评为了全国100对
金婚老人之一 。 王华国清楚得记得 ，
“当时有记者问妈妈保持家庭幸福的秘
籍， 妈妈说： ‘幸福就是要宽容， 在
家里家外要一样， 对任何事情都要顺
其自然， 自己要快乐， 心态要好， 这
样才能影响家人， 影响别人。’”

在王华国看来， 幸福快乐， 夫妻
和睦， 子女孝顺， 家和万事兴就是妈
妈一直在尊崇的家风。

家里， 胡惠春老人的妈妈、 妻子、
婆婆角色在儿女心目中做到了完美 。
同样， 在外面也尽可能做到最好。 如
今已经89岁的胡惠春老人 “人老心不
老”， 不仅自己快快乐乐， 她还要把这
份快乐的真谛、 快乐的家风传递给别
人。 就是因为这份分享的意愿， 胡惠
春常常带着自己时装队的队友们一起
去养老院参加献爱心活动， 以欢乐的
演出慰问那里的老人们。 第一敬老院、

第五敬老院都是她们的爱心大本营。
“累， 怎么不累啊， 毕竟这么大

年纪了， 但妈妈常说不为别的， 就是
希望给那里的老人们带去快乐， 送去
正能量， 让他们不要觉得孤独， 不要
对生活失去希望。 帮助他人也算是我
们家的家风了，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感
受到我们这种快乐的家风。” 王华国觉
得， 当这些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到满头
白发比自己还年长， 却笑得比谁都灿
烂的母亲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从中获
得人生的正能量， 积极面对老年生活。

其实， 妈妈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她从来都不把她的负面情绪带给别
人。 2010年7月7日， 母亲被确诊出严
重肺炎， 医院前后下了两次病危通知
书。 治疗期间， 母亲没有因此放弃笑
容， 她总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乐
观地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还不时地
安慰家人让他们不要担心。 令人高兴
的是， 手术特别成功， 连医生都感叹
这在医学界是一个奇迹。

如今也68岁的王华国， 头发也灰
白了， 和妈妈走在大街上， 都说是姐
俩。 “我不觉得我老， 我父母都在呢，
我还是个孩子呢。” 王华国幸福地说。

她是一名退休法官， 但她 “退而
不休”， 在 “马志敏调解室” 继续为老
百姓答疑解难。 她23年如一日， 将毫
无血缘关系的弃婴抚养成人。 23年里，
她将 “母性” 诠释得如春风化雨， 滋
润那棵小树苗茁壮成材， 她将 “母爱”
播撒在孩子的心里， 温暖着曾经冰冻
的心。 她是一位母亲， 她叫马志敏。

母爱是什么？ 有人说， 母爱是清
晨的一杯热水； 是出门前的一声叮嘱；
是回家后的一句问候； 是冬日中的一
件毛衣； 是临睡前的一句 “晚安”， 母
爱无声无息， 像阳光一样， 温暖着你。
马志敏的爱就是如此 。 事情还得从
１９９４年说起。

1994年的一个冬天， 像往常一样，
马志敏早早地来到房山法院上班。 突
然一阵孩子的哭声， 让这位母亲心头
一惊， “谁家的孩子在哭”！ 原来在一
起盗窃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的妻
子得知丈夫在老家还有未离婚的妻子，
一气之下 ， 将两个孩子遗弃在法院 。
孩子都很年幼， 大的才3岁， 而小的才
3个月。 当时， 马志敏虽不是该案的承
办法官， 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却让
她揪心不已 。 于是 ， 她向领导申请 ，
将两个孩子领回了家。 但是， 由法官
暂时抚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马志敏
和丈夫在繁忙的工作之外， 还多方努
力替孩子们寻找亲人。

事与愿违， 孩子们的寻亲之路历
尽坎坷。 经过艰难的走访与探寻， 亲
人是找到了， 但都非至亲， 对抚养事
宜也并不情愿。 反复协商之后， 他们
同意抚养大一点的孩子， 而那个襁褓
中的小婴儿， 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婴。
看着挂着泪花的小脸， 孩子的每一声
啼哭都牵动着她的心。 于是， 她与丈
夫马如兴一起下了决心， “我们来养
这个孩子， 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受
委屈。” 就这样， 这个小婴儿成了马志
敏家的新成员， 马志敏的大儿子马硕
还为孩子取名叫小磊， 他说 “三个石
头一起， 身体肯定更结实”。

为了照顾好小磊， 马志敏一家付
出了太多 。 马志敏与丈夫同为法官 ，
他们不仅要做好审判工作， 还要分出
精力来照顾孩子。 当年马志敏已经40
岁了， 家里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 如
果要收养这个孩子， 他们夫妇就要面
对重重难题———上有老下有小、 不符
合收养的资格、 孩子没有户口……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四处奔波说明
情况， 虽然步步是坎儿， 但在房山法
院和同事们的帮助下都一一化解了 。
哥哥马硕更是把弟弟小磊当做自己的
亲兄弟 ， 处处疼他 ， 处处替他着想 。
“小磊来时， 我12岁。 小时候吃饭， 爸
爸总给他夹菜， 长大了读书， 妈妈天
天接送他。 就连他 ‘欺负’ 我， 爸妈

都宠着他。 可我一点也不 ‘吃醋’， 因
为他是我弟，我要好好疼他。”哥哥马硕
笑着提起当年的往事。他们对小磊付出
的爱， 也在小磊的心里种下了爱的种
子。 “有一年我腰间盘突出住院， 他那
时候刚四五岁，守在我床边，对我说，妈
我是您的拐棍， 您就拄着我吧。” 说到
这里马志敏眼里不禁泛着泪花。

可到了12岁那年， 一次偶然， 小
磊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虽然马志敏一
直想把这事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 ，
但身世的阴影还是激发了他的叛逆 ，
小磊开始迷恋网吧， 经常逃学。 为了
找到小磊， 家人几乎跑遍了房山所有
的网吧。 那段日子， 马志敏一家操碎
了心， 但他们没有放弃， 为了解开这
个心结， 马志敏苦口婆心地和小磊谈
了他的身世和收养他的过程 。 爸爸 、

哥哥全家人轮流跟他谈心， 最终他们
用 “爱” 让小磊走出了阴影。 2011年，
小磊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参军
的前一天晚上， 哥哥马硕跟小磊聊到
深夜12点多， 后来小磊走到马志敏的
房间， 噗通一声跪在妈妈的床前， 说
他错了， 请求父母的原谅。 至此， 埋
藏在心里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 复员
后， 小磊通过招考， 成为了房山法院
一名聘任制法警。

每当有人夸赞马志敏时 ， 她总
会 这 样坚定地回答 ： “我必须这样
做，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 ！ ” 23年过去，
马志敏的爱没有白白付出， 小磊用行
动给妈妈马志敏和所有爱他的人交了
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23年的母子情缘，
23年的含辛茹苦， 马志敏用母性的光
辉和温暖为小磊搭起了一个家。

马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