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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红色家风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封雷家庭

黄鹤家庭

“我以自己的家庭为傲！” 在北京
汽车博物馆工作的封雷出生在一个红
色革命干部家庭 ， 父母原来是晋察
冀革命老区的， 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
作 ， 解放后由于父亲工作得非常出
色 ， 在北京市委身居要职， 那时候父
亲经常要外出上山下乡进行数据的统
计工作。

“在我印象里， 父亲工作非常认
真， 对家人要求严格，” 封雷的母亲原
来在工厂里当工人， 听说原来有一阵
叫党员干部下基层， 父亲就让母亲从
工厂里退下来了， 在街道的家属委员
会下属的带营食堂工作。 那时候父亲
是家里的顶梁柱， 父亲兢兢业业的工
作。 由于过度劳累， 文革结束后父亲
的身体越来越差， 可依然是带病坚持
工作。

“1980年7月， 父亲永远的离开了
我们 ， 那时候 ， 感觉家里的天塌了 ，
今后将如何生活呢？ 父亲去世后， 我
和母亲的抚恤金只有36元， 而且对于
我只负责到18岁。 生活的重担一下子
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回想起那时的

艰难， 封雷感慨地说。
带营食堂解散后， 封雷的母亲在

街道办的磨玉厂工作 ， 工作时间长 ，
费眼睛， 工资也不高， “父亲去世后
母亲再也没有嫁过人， 在艰苦的生活
中带着我们三个孩子。 随着改革开放，
街道办的磨玉厂也越来越不景气， 不
得不转产做印刷， 母亲失业了。”

当时封雷才上小学三四年级， 三
十多元的生活费肯定是不够的， 母亲
就出去打零工， 终于找到了一所小学，
在学校食堂给孩子们烧水、 做饭、 搞
厕所卫生， 用每月的工资支撑家里的
生活开支。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作为一
名党员， 母亲从来没有伸手向组织要
过任何的照顾， 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的
要求， 默默的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
而母亲的言行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我。”
封雷激动地说。

一次封雷的母亲外出回来， 进楼
道时， 发现地上扔着一个手包， 母亲
捡起来打开发现里面有上万元的现
金 、 外汇券、 银行卡、 身份证和发票

等物品， 母亲立即把它送交到了派出
所。 后来得知， 这是一个小偷偷走的，
准备在楼道里窃取钱款时， 听到有脚
步声进来， 扔下包跑了。 在派出所的
帮助下物归原主， “失主找到我的母
亲拿出三千元钱要酬谢她， 被我母亲
婉言谢绝了。 母亲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

如今 ， 封雷的母亲已经94岁了 ，
在201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
他的母亲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的纪念章， “这是国家对于
母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支前模范的
肯定与褒奖。 是莫大的荣誉！”

封雷的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 连
扫盲班都还没有毕业， 但她的一言一
行都深深影响着三个孩子， 母亲常对
封雷说： 三条道儿要往中间走。 封雷

的两个姐姐都是共产党员， 二姐夫和
封雷的外甥也是共产党员。 封雷来到
北京汽车博物馆， 一直从事志愿者管
理和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讲雷锋、
学雷锋、 做雷锋， 用自身的行动弘扬
雷锋精神。

“2016年6月底， 我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 经过组织上的考验 ，
履行手续后， 在2018年成为了一名预
备党员， 实现了我人生中最纯真的
追求 。”

现在， 封雷自己也有孩子了， 他
的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四世同堂 ，
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母亲做人、 做
事， 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品格和
作风也传给了我， 我要将这种红色的
家风传承给我的孩子， 让他健康、 茁
壮的成长， 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栋梁之
材。” 封雷自豪地说。

幸福秘笈： 我出生在红色革命干部家庭， 我有一位和蔼可亲的
父亲， 更有一位大爱无疆的母亲， 两个姐姐和二姐夫、
外甥都是共产党员， 这个家庭， 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要把这种红色家风传承下去， 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栋梁之才。

“尊敬的黄鹤叔叔， 您的资助帮
了我很多地方……冬天到了， 我穿上
鞋子戴带上围巾帽子， 好温暖的感觉，
以前在这个时候浑身上下都好冷， 而
且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 2018年
12月中旬， 一封来自贵州的信寄到了
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
院教师黄鹤家里， 这是他资助的学生
小雨发来的近况。 得知小雨一切都好，
全家人欣慰不已。

作为一名北京高校的老师，黄鹤资
助贵州学生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18
年4月初， 因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数据采
集项目需要， 他前往贵州省江口县出
差。完成任务的最后一天，他在离县城5
公里左右的地方晨跑时，向路上的两个
小朋友问路。 看到他们可爱的模样，不
禁想起自己儿时走路上学的情景，觉得
很亲切，就与他们拍合影。 后来路过孩
子们的村庄时，他发现这里的经济条件
很落后，突然萌生要资助刚才两个小朋
友上学的念头。

回京后， 他辗转联系到他们的学
校， 通过校长向他们寄出冲洗的合影
照片和学习用品，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将来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 。 随后 ，
他和家人商量 ， 得到全家人的支持 ，
决定资助他们读到大学， 一个是以个
人名义， 一个是以负责的科研团队名
义 。 除了定期的资助外 ， 每逢过节 ，
黄家人都给两个小朋友寄书籍、 学习
用品等物品， 他们也经常写来感谢信
汇报近况。 他平时还通过微信与他们
的校长及家长交流， 关注他们的成长
动态。

贵州学生并不是黄鹤唯一帮助过
的孩子。 2018年6月， 他所带班级里有
个学生查出直肠癌晚期转移， 不得不
休学治疗， 巨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出
身贫寒农家的学生愁眉不展。 在得到
学生及其家长的同意后， 黄鹤与班干
部协商， 以全班的名义发起社会募捐，
在全校师生、 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爱心传递下， 短短17个小时就获得募
捐20万元， 为患难学生和家庭解决了
燃眉之急。 之后， 黄鹤与学院领导和
班干部一同专程赴大庆的学生家中 ，
将线下募捐的校友捐款送到他的手里。

“当天， 学生家里如同接待贵宾
一样摆了一大桌菜， 都是学生父亲亲

手所做 。 他父母还特意穿上新衣服 ，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谢意和尊重。” 黄鹤
回忆， 在饭桌上， 大家尽量聊一些学
生在校的优异表现、 同学们的祝福等
内容， 尽量不给病人及家属造成心理
压力， 吃完就与学生一家道别， 回大
庆住宿， 第二天返回北京。 在大家的
鼓励下， 这名学生目前还在接受高强
度的化疗， 顽强地与病魔抗争。

做公益活动， 需要投入精力财力，
也离不开家庭成员的理解和鼎力相助。
黄鹤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和妻子
是大学同班同学， 纯真的校园恋情在
走过八年共同留学之路后历久弥坚 。
如今妻子在外企工作， 两个儿子乖巧
懂事， 2011年起岳父岳母跟他们一起

生活， 每年妻子外公也会来家住几个
月。 美满的家庭生活让他在工作时无
后顾之忧 ， 事业上有了很好的发展 ，
担任了院长助理、 城市测绘研究所所
长等职务， 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等
省部级奖3项，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30
余篇。

黄鹤全家对公益活动非常积极 ，
小到家庭内部勤俭节约， 将节省的开
支用在公益事业上， 大到走出家门助
人为乐、 扶贫济困， 一直践行着奉献
尚善、 热心公益的精神。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同心同德的家庭生活给他
在工作中带来支撑和激励， 而齐心协
力也让家庭更有凝聚力， 一家人的感
情也在共同努力中不断升华。

幸福秘笈： 幸福其实很简单， 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要用心照顾对
方， 用情建设家园， 大事面前懂得奉献， 小事面前明白
珍惜。 始终保持乐观向上心态， 互敬互爱、 任劳任怨，
那么平凡生活也会变得甜蜜， 家庭变得美满， 整个社会
会变得更加和谐有爱。

全家人齐心公益扶贫济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