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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照料患病卧床不起的继母，耐
心陪伴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安度晚
年，精心呵护遭遇家庭变故、郁郁寡欢
的妻侄……无论何时，笑容总是挂在王
鹏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生活带给他的重
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王鹏做到了，他身体力行诠
释了中华传统美德。

就职于国家税务总局山东曲阜市税
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的王鹏，原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突如其来的变故
发生在 1997年，母亲因病去世。为让父
亲得到更好的陪伴，王鹏鼓励父亲在
2000 年找了个老伴儿，重新组建了家
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1 年，继
母因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一系列并发症，
身体每况愈下，脑梗死、心梗、肾动脉狭
窄、视网膜病变……从 2013 年到 2015
年间，王鹏带着继母奔波辗转于济宁各
大医院，先后做了心脏搭桥、肾动脉介入
等多次手术。近 20万元的医疗费用，对
于王鹏家是一项巨额开支，然而，他无怨
无悔、不遗余力地为继母四处求医问诊，
不惜花光全家多年的积蓄。

2016 年 7 月，继母突发脑梗出血瘫
痪在床，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甚至
不能正常说话和饮食。王鹏夫妇像亲生
儿女一样在老人的床前悉心照料，喂药
喂饭，洗头洗脚，伺候大小便。每天睡觉

前，王鹏都会坐在老人床前和她唠家常，
帮她按摩麻木不能动的手。2018年7月
6日凌晨，继母安然离世，王鹏披麻戴孝，
送老人入土为安。

屋漏偏遭连夜雨，在继母病重期间，
王鹏的父亲王昭祥患上老年痴呆症。随
着病情加重，王昭祥老人开始冬装夏穿、
夏装冬穿，不知饥饱、四处乱跑。有一
次，王鹏下班回到家发现父亲又不见了，
心急火燎地跑了 30 多里地才找到站在
路边茫然失措的父亲。“我小时候，因顽

皮跑丢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找我的。”
王鹏说。

继母去世后，父亲病情加重。王鹏
担心父亲精神受到打击，便夜夜陪伴在
身边，像哄小孩子一样安慰父亲：“妈
妈出远门了，过几天才能回来看您！”
听到这样的话，父亲渐渐平静下来。王
鹏常说：“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要陪
他们安度晚年，让他们感受到幸福和快
乐。相比老人家拉扯我长大付出的艰
辛，现在吃的这点苦太微不足道了。”

“小宇，今天早餐想吃什么？”“小笼
包！”“行，那你得先背一遍昨天学的古诗
词。我给你起个头：众鸟高飞尽……”每
天，王鹏和侄子小宇像父子一样相携而
行，3 年来，爽朗的笑声陪着小宇一路走
来，让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成
长为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年。

2016年，王鹏的妻弟和弟媳离异，9
岁的儿子小宇跟随父亲生活，幼小的心
灵承受不了家庭的突然变故，开始意志
消沉，眼瞅着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王鹏
看着曾经聪明可爱的小侄子自暴自弃的
样子，又心疼又惋惜，跟妻子商量后，把
小宇接到自己家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
家，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除了照顾生活和辅导学习，王鹏还
经常给小宇讲述古今中外名人的励志故
事，让他重新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培养
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每当看到他取得点
滴进步，就想方设法鼓励。慢慢地，爷俩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孩子脸上渐渐
地有了笑容，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成绩
也随之有所提高。

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善良、坚强、乐
观的王鹏，他用真情与责任挑起家的重
担。“无论生活如何残酷，我要始终保持
积极向上的心态，把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对生活
充满希望。”王鹏说。

朝鲜战场上轰鸣的炮弹震聋了
他的双耳，剧烈的毒气摧残了他的
身躯。然而，他初心不改，意志更加
坚定，“听党的话，紧跟党走！”

他叫王佰仟，河南周口市沈丘
县东城办事处尤庄行政村王庄自然
村人。

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他精神
矍铄，且十分健谈。残旧的军人证、
退伍证和仅存的两枚军功章，见证
着老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佰仟生于 1926 年，今年已
93 岁 高 龄 。 1951 年 入 伍 从 军 ，
1953年入朝作战。1953年10月至
11 月，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三九四
八”和“竹马山”两次战斗。老人说，
竹马山战斗异常艰苦，战士们每人
都负重100余斤，饿了吃干粮，渴了
吃雪。他们白天在山洞休息，夜里
行军打仗，不时升起的照明弹把黑
夜照得如同白昼，滚滚而来的毒气
让他无法呼吸。战斗中，枪声、炮
声、轰炸机的轰鸣声充斥着王佰仟
的双耳，但他没有动摇退却，他心中
只有一个信念：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

时任第三十八军三营七连一排排长，少尉军衔的王佰
仟，因身体受到毒气的侵袭，加之听力严重下降，不再适合
从军，于1962年12月光荣退伍。

退伍后，王佰仟被组织安排到吉林省公安系统工作，但
他毅然选择回到河南的家乡。

在村里，王佰仟先后担任村小队队长、村干部。这期
间，他带领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美丽乡村。王佰仟为
人谦逊，待人亲善，从不摆老资格。每个月生活补贴虽然不
足 500 元，但他很知足。他逢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听党的话，紧跟党走。”
1994年4月的一天，68岁的王佰仟在村桥头捡到一个

手臂残疾的弃婴。虽然自己已子孙满堂，但为了这个小生
命，他顶住来自家人的“压力”，带回家当亲孙子养。他给孩
子取名王智刚，寓意孩子智慧、刚强。

之后的 20 年里，王佰仟对王智刚不离不弃，在他的精
心培养下，王智刚考入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德高望重的王佰仟，被村民们推选为村里的红白理事
会会长，他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反对大操大办，鼓励大伙儿
红白事节俭办，每年为村民节约资金3万多元。

王佰仟还被周边 3 所学校聘为“红色宣讲教员”，为此
他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们讲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故事，教育孩
子们珍爱和平，热爱中国共产党，励志读书，将来报效祖国。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王佰仟配合县乡村干部，宣传扶
贫政策，为乡亲们找门路、上项目，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主动为贫困户减压、鼓劲、扶志。建档立卡贫困户王新峰
在他的鼓励下种植山药，不但脱了贫，还被评为脱贫致富
光荣户。

如今，93 岁高龄的王佰仟仍闲不住，他向村“两委”建
议发展以生态西瓜、桃树、石榴等瓜果种植的集约农业生
产；在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中，主动参加义务劳动，
清扫路面，装运垃圾，展现了一名老兵的风采。

“不求人生多辉煌，不忘初心跟党走。”这是老人的心
声。“只要自己能动弹，俺就要为村里发展‘搭把手’。”王佰
仟老人说。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王鹏:

用 行 动 诠 释 爱 与 善 良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梅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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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 1988年的曹有忠是山东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
耿店村返乡创业大学生。2010年，大学毕业后的曹有忠曾
在多个城市辗转工作过，但在外打拼的他心中难以割舍对
家乡的爱与眷恋，于2018年回乡创业。

2018 年下半年，在村“两委”的协助下，曹有忠流转了
村里100亩土地，用于林果生产。其中，种植了30亩藤稔、
金手指、蓝宝石葡萄和 60 亩秋月梨，以及 10 亩苹果，将这
100亩地建成了名副其实的“果园农场”。

曹有忠（左）向村民介绍农产品种植情况。曹有忠说，

“我要继续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未来要将家乡变成瓜果飘香的美丽田园”。

曹有忠操控着田园综合管理机在田间行走。田园综

合管理机负责梨园里的开沟、壅土、锄草等业务，省时省力

方便，1小时可工作1000米。

回乡建设美丽田园
赵玉国摄影报道

见到周泉泉，已是定格的容颜。照
片里，她身穿迷彩，手握拐杖，艰难地行
进在西藏墨脱边境线上，骄傲地昂着头，
目光坚毅。

这是一个热爱电视、热爱军旅的
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祖国边防的故
事，她带头策划了军旅题材节目《热血边
关》。为了这个节目，她在阿里与雪域凶
险的自然环境抗衡，在湄公河体验战士
们如何与真枪实弹的毒贩较量；她走过
墨脱最艰险的绝望坡、无惧泥石流的袭
击，却在最后一次广东珠海担杆岛海防
一线的采访中，意外被落石击中。作为
一名新闻工作者，她用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记录时代，将 46岁的生命永远献给
了心中最美的事业。

热血边关见证不变初心

《热血边关》是周泉泉呕心沥血之
作。这档纪实体验类节目，通过在全国
大学生中选拔佼佼者，深入我国边防一
线哨所体验生活，从侧面反映戍边军人
们的家国情怀。“无数边防战士用自己的
青春和生命，维护着国家的尊严，人民的
安全，疆土的完整。我要让更多年轻人
体验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的生活，感悟
什么是责任、爱和坚守，让他们的青春不
再迷茫。”周泉泉如此阐述她做这期节目
的初衷。

边防部队地处偏远、条件艰苦，节
目组经常面临十几天不能洗澡的问题。
看到年轻的女编导付伊铭流露出畏难情
绪，周泉泉抱住她爽朗地说：“没事，
你不能洗，我也不能洗，咱们谁也别嫌
弃谁。”

《热血边关》 迄今已制作播出两
季，摄制组的足迹从大漠延伸到高原，
从北疆踏步至东海。在节目拍摄过程
中，周泉泉明确提出，选择的每一处地
点都要“成色十足”，拍摄团队“什么
困难都能克服”。在原始森林的巡边路
上，她不知疲倦地调动着大家的情绪。
在西藏阿里，她带领团队到达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冬季含氧量不及内地
40%的地方。在西藏墨脱，她在不时出
现雪崩、塌方、泥石流的公路上为大家
断后。在西藏最远的楚果寺边防哨所，
她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巡逻，以敬
业精神和共患难的真情打动着边防硬
汉，战士们都亲切地叫她姐姐。

《热血边关》第三季启动，周泉泉选
择了条件最艰苦、最能体现海军特色的
担杆岛。这里是南中国的战略门户，是
民族英雄文天祥写《过零丁洋》的地方。
周泉泉兴奋地说，“我一定要亲自参加前
期采访”！

2019 年 6 月 5 日 2 时 38 分，节目组
前期采访团队乘坐的飞机降落珠海。在
睡眠不足 4 小时的情况下，一行人继续

乘船前往担杆岛。6月6日，吃过早饭后
节目组开始勘察岛上各处适合拍摄点。
12时，考察工作基本完成，周泉泉鼓励大
家再坚持一下，把最后这个战士们抗台
风的坑道看完就回去吃午饭。就这样，
一行人向最后的地点出发了。

几名战士在前面开路，节目组和部
队官兵一对一隔着往前走，编导付伊铭
刚刚迈进坑道的洞口，没有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预兆，一块石头就掉下来，付
伊铭一回头，周泉泉已经倒在地上。
“《热血边关》前两季的拍摄也遇到过
很多意外，那么多的困难大家都挺过来
了，但没有想到周泉泉却将生命永远留
在了这个岛上，留在了她最热爱的军营
里。”付伊铭说。

艰苦事业练就“全能女战士”

周泉泉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她的
父母都是青藏高原的军医。生于高原，
长于高原，艰苦环境中绽放出的，是一个
开朗且坚韧、娇小却刚强的姑娘。

周泉泉虽然个子不高、嗓门不大，但
是身体里却蕴藏着巨大能量。2001年，
她调入《半边天》栏目组，加入到栏目中
最难做的社会组。在一次调查重庆某公
司假借招聘，性骚扰女性的案件中，她无
惧风险和阻力，假扮应聘者亲自上阵，前
往涉案公司当卧底，拍下了女性被骚扰
的关键证据，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
制裁。

2006 年，台里接到一项棘手任务，
调查拍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某些不法
分子盗挖金矿及盗猎野生动物。这是一
项耗时长、风险大的任务，周泉泉说自己
是高原长大的孩子，这个任务非她莫
属。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天气变幻莫测，
路途极其凶险，盗矿匪徒持有武器、气焰

嚣张，甚至将威胁电话打到周泉泉在北
京的家中。但她毫不畏惧，以极大的勇
气和智慧，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周泉泉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
是大家口中的“全能女战士”。从演播
室导播，到节目编导、记者、摄像，哪
个岗位需要她，她就第一时间顶上去。

《热血边关》 在西藏阿里地区拍摄时，
团队所有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高原反
应，当摄像人员因高原反应而无法拍摄
时，她马上扛起摄像机；当节目编导因
高原反应没法采访时，她立即进入记者
角色，完成采访任务。其实，周泉泉在
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因高原反应呕吐不
止，但是她悄悄告诉身边的同事不要声
张，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整个团队的主心
骨，“只要我不倒下，团队就能看到希
望！”

在工作中，周泉泉展现出对创新的
极度渴求，她始终坚持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从2011年到2013
年，她带着团队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使
用于电视直播中的互动手段。她和新浪
微博团队反复研究尝试，使《夜线》栏目
的微博粉丝人数半年之内迅速增长到80
多万，每一个直播话题下面都有网友的
数千条留言互动。她努力尝试各种网络
平台，并迅速应用在工作中。就在周泉
泉殉职的前几天，她还联系公安部和抖
音平台，在《夜线》推出了系列微视频节
目“反诈者集合”，成为在电视端播出微
视频的最早一批实践者。

以爱为铭不负芳华

形容周泉泉的为人，用热心是不够
的，她有着一颗炽热的心。周泉泉曾在
西藏之行中与一个叫晋美的藏族小伙儿
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俩人只是互留了电

话就没再联系。没想到时隔很久，有一
天晋美突然给周泉泉打来电话，说自己
的姐姐得了重病，要来北京治病，请求周
泉泉帮助。周泉泉马上回复道：“你来
吧。”之后，她把晋美姐弟等人安排在自
己家里，跑前跑后帮他们联系医院、医
生，直到晋美姐姐的病痊愈为止。从此，
他们成了一对好姐弟。

边防战士常年待在闭塞的环境里，
很多人不爱说话，但在录播节目时周泉
泉总能打开他们的心扉，动情之处，战
士们时常落泪。“边关的月很冷，风很
大，阳光很刺眼，战士们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戍守在边境一线，一年到头没
有探望，没有新鲜的事，更难见到新鲜
的人，直到《热血边关》栏目摄制组一行
人的到来……”她离世后，一些与她只
有几面之缘的战士纷纷写下长长的文字
纪念她，读着这些炙热滚烫的文字，我
们终于可以理解，一个女制片人为什么
一定要挑战最艰苦、最危险的军旅题材
节目。

《热血边关》前两季播出后反响很
好，许多网友留言：“看到了真实的边
防”“致敬边防军人”“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还有
许多报名未成功和没报过名的大学生一
直在问：“什么时候还有第三季我一定要
参加”“想去，看完感觉自己更加爱国爱
我们的军队了”……这大概就是周泉泉
坚持的意义和初衷。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
过”。在周泉泉的个人主页上，留有这样
一句话。这句泰戈尔的名言，也许就是
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做人的态度。她将
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自己最热爱的广
电事业，倒在她最有归属感的军营里，她
为世人留下的一部部铿锵有力的作品，
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人生。

无悔人生 我已飞过
——追记用生命践行“四力”的央视女制片人周泉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2018年11月29日，《热血边关》第二季在西藏墨脱拍摄时，周泉泉带队在拍摄途中。 （资料图片）

2016年元旦，王鹏（左一）一家三口和父亲、继母在一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