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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金雅梅是在几年前的一次出差
途中。晚上在宾馆里翻床头的报纸，看到
一条消息，说的是宁波教育博物馆开馆，
不过他们仍旧在对外征集史料，其中重点
征集的人物就有宁波人、中国第一位女留
学生金雅梅。馆方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
金雅梅的事迹在她生前很少有人知晓，该
馆至今只有她的照片，却一直没有找到与
其相关的实物，故而向社会大众征集。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中国第
一位留学生是容闳，这应该是很多人都
知道的，他后来也在历史上留下赫赫美
名，与之相关的史料不计其数。而第一
位女留学生金雅梅，为何竟连她家乡的
博物馆都难以寻到一件实物？两相对
比，反差实在强烈。

后来得空，特意找了一些金雅梅的资
料，从只言片语中，大概寻得她的人生轨迹。

金雅梅 1864 年生于宁波，她两岁半
时，亲生父母患上传染病去世。其父生

前好友、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麦嘉谛将
她收为养女。5 岁时，她被带回美国，18
岁考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
1885 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是目前有
据可查的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中
国女留学生。她精于显微摄影，1887年，
权威的《纽约医学杂志》刊出了她的学术
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

单看这些经历，大概只能让人为她感
到幸运——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在
那个年代的中国发生如此彻底的命运转变
——但接下来她的选择，却让人肃然起敬。

1888 年，她回国了。原因是，幼时
父母因祖国的医疗技术落后而亡故的惨
痛经历，一直烙在她心里，她希望可以尽
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的病痛。

要知道，她是一名 5 岁便离开中国
的幼女，从小在美国家庭长大，又在美国
接受教育，除了一张东方面孔，她的一言
一行已经与美国人无甚区别。而留在纽

约行医，她的未来是显而易见的轻松坦
途。但是，她居然就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回国后的金雅梅深感国内医疗条件
的落后，决定开办女医学堂。可惜造化弄
人，第二年，她和麦嘉谛夫妇一起染上了
疟疾，缺医少药的中国无法保障他们的康
复，一家人东渡前往日本休养。

在日本期间，她办起了妇幼诊所，传
授本地接生婆现代医学技术。她的东方
面孔、东方装扮和地道的美式作风产生
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各类演讲邀约很快
就找上门来，最盛之时，听她一场演讲，
门票居然要两美元一张。

1905 年，金雅梅再次回国时，已是
声名在外，当她决定开办中国女子医学
院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为她写
来亲笔推荐信。1908 年，北洋政府拨银
二万两，请她创办北洋女医学堂，并担任
堂长兼总教习。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
护士学校，金雅梅不仅亲自授课，传播西

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还提倡妇女
解放，参与社会服务。

然而这样一位既有传奇色彩、又做出
巨大贡献的女性，个人生活却坎坷不幸。
30岁时，她与葡萄牙音乐家达·席尔瓦结
婚，这段婚姻10年后以离婚收场，唯一的
儿子成年后不久，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至此，她的亲人悉数离开，除了朋友
和同事，她身边再无可亲近之人。

孤独伴随了她的余生。友人曾记述
她的晚年时刻：“她总坐在客厅的壁炉
前，裹在自己的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
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那时的金雅梅来说，壁炉的火烧得再
旺，也无法驱散寒夜里彻骨的寂寞吧。

1934 年，金雅梅因肺炎去世，临终
前将积蓄全部捐给了教育机构。

人的一生总归是寂寞的。但在这寂
寞中，人亦可沉沦，亦可盛开。金雅梅用
自己的盛开，留给世间一抹清香的寂寞。

金雅梅：寂寞地盛开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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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年轻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不止一种

女孩冯炼：红军墓前的选择
本报记者 刘亦凡 倪秀

回望教育家

为父请假
节后返程高峰，不少人拖家带口在

高速上堵得“酸爽”。
在佛山工作的朱先生连续开车13

个小时，到家时已是凌晨。然而，疲惫
的他却被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暖了心——
女儿悄悄用他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明塞车状况，请求“我爸公司的领导
们，批准让我爸明天晚点上班⋯⋯他还
在开车，很累，求谅解！”

更暖的是，这条朋友圈被朱先生的
同事转给领导看，领导不仅真的准了
假，还要给“小棉袄”点赞发红包。

“小棉袄”巧用微信替父请假，可
谓有勇有谋；领导欣然准假，也可谓顺
应人心。不过，应当看到，每逢佳节倍
堵车的重要原因是长假少并且高度集
中。这几年，国家陆续出台文件鼓励错
峰休假、弹性作息，湖北、河北等地也
接连提出企事业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实
行“2.5天休假”。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不用靠机
智的孩子、体贴的领导，也能在节假日
舒心出行。 本期点评 唐琪

很难说这不是命运。从出生那天起，女孩冯炼的人生就与
一座墓息息相关。

这座墓距离冯炼家不足百步，没有人知道墓主人的确切名
字。青石碑中间，“红军刘连长之墓”几个字竖向排开，正楷
雕刻、红漆描就。

这座墓写在冯炼家的祖训中。整整 85 年，曾祖父、外公
和父亲接力守候，如今轮到了冯炼。

这座墓见证着长征历史，承载着家族记忆，是冯炼身上无
法抹去的烙印。

因为这座墓，冯炼收获感动、荣誉，也遭遇困惑、迷茫。
因为这座墓，冯炼不断选择，不断成长。

山，青山，连绵的青山。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地

处四川盆地东北部，秦岭和
大巴山脉作为天然屏障，阻
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让
这里的气候四季温和。即便
到冬日，冯炼家所在的长坪
山也不曾换下绿色的涂装。

站在她家新修二层小楼
的窗边向下望，鱼塘水波和
绿 蜡 般 的 柚 子 树 叶 都 在 反
光。离家那半年，这样的画
面时常在冯炼的脑海中闪现。

和大部分出生于乡村、
小镇的青年一样，冯炼也曾
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2016 年大学毕业后，相
恋多年的男友在广州注册了
公司，做起服装生意，邀冯
炼共同创业。

来到广州，她第一次看
见直插入云的“小蛮腰”，第
一次泡进叫不出名字、只记
得“很大很大的图书馆”，也
第一次结束异地恋，和喜欢
的男孩朝夕相处。

一切都令人满意，除了
牵挂。

“在外面时，我的心是空
的。”冯炼回忆。抽空她心的，
正是1500多公里外的长坪山。

从曾祖辈算起，冯炼家
族四代人就一直居住在长坪
山 上 的 漏 米 岩 村 ， 耕 田 养
猪，守墓祭祖。中国传统文
化 中 的 故 土 难 离 、 守 诺 重
信，在这个家族身上体现得
尤为明显。

上世纪 80 年代，村里曾
组织过一次搬迁，冯炼家没
有搬去山下，结果成了唯一
听不到生产队大喇叭的家庭。

2002 年，冯炼的外公病
危，弥留之际不忘叮嘱女儿
女婿回乡守墓。夫妻俩原本
在广州谋生，从打零工做到
了工程承包，给家中买了村
里为数不多的彩电。他们返
乡后，家里收入锐减，没多
久就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直到最近两年才脱贫。

“只要我们能生活下去，
就会把祖先传下来的事情做
好。”冯炼的父亲马全民 （冯
炼随母姓） 说。

没有人要求冯炼必须回
家，可亲情本身就是剪不断
的线。

外婆常年服药，父母身体
欠佳，妹妹年级尚小，家中鱼
塘、果园里的农活都不是小工
程。父亲视力不好，玩不转智
能手机，有烈属来参观、祭拜，
总记不下人家的联系方式，打
电话向女儿求助时，电波两头
的人一样干着急。

“我心里不踏实，觉得自
己是在逃避责任。”下了莫大
的决心，冯炼选择回家。

这个时代，年轻人承担
责任的方式不止一种。有人
外出打工，积累家庭财富；有
人读书求学，寻求阶层跃升；
也有人独善其身，努力不给家
人添麻烦。但一个具有共性
的现象是，他们往往会离开家
乡，去远方寻找机会。

冯炼的选择是小众的，与
当 代 人 口 迁 徙 规 律 逆 向 而
行。很难判断是在什么时候，
家庭的影响和自我的认知已
经为这个选择埋下了种子。

“小时候每到家族祭祀，
外公都会带上我。他时不时
喃喃自语，说没有男孩子承担
家里的责任。”女孩子就一定
不行吗？冯炼暗下决心，“一
定要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

初中时，爱慕者送来表
情达意的书信，冯炼拒绝得
委婉：“我和别的女孩不一
样。”“我是家里的长女儿，
不可能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该
结婚结婚，在哪里安家都可
以。”后来她这样解释，“事
儿落在我肩上了，我不做谁
去做呢？我要留下来，承担
家里的责任。”

“家里的责任”是什么？
冯炼还没有想出标准答案。
比如，山上原本没有自家的
耕地，如今家门口的田地都
是外公和爸爸用锄头、扁担
一点点修整出来的，不能让
他们的心血白费；比如这么
些年，从感情上来说，刘连
长已经成了自家的亲人，亲
人的墓一定要时时打理，不
能让它荒废⋯⋯

“回来就觉得踏实了。守
住家，守住亲人，这就是我
要做的事。”站在刘连长墓
前，冯炼抬手拂下墓碑上的
一片枯叶，就像拂下亲人肩
上的一根落发，再一次讲起
刘连长的故事。

离开，回来

中国版图上，名山大川呈三横五纵错
落，与它们相比，长坪山太不起眼。

同样，两万五千里长征史波澜壮阔，与之
相比，长坪山上的红军故事不过沧海一粟。

但这并不妨碍红色成为冯炼的童年底色。
6、7岁间，每逢中秋、春节，外公都

会让冯炼洗净小手，为长眠在老屋背后的
祖先们奉上供果祭品。

曾祖父母和其他一些亲人，冯炼虽然
没见过，到底也能弄清楚他们和自己的关
系。“可是刘连长是谁？他又不是我们家
的人。”小女孩每次发问，外公的故事匣
子就会徐徐打开⋯⋯

南部县古有“盐乡”之称。1933年8月，
为解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食盐问题，粉碎敌
人的经济封锁，红军发动了“仪南战役”。

长坪山地处阆中、仪陇、南部三县交
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川军第三游
击司令马骥伯部盘踞于此，却在与红二十
五师师长许世友所率部队的交锋中败北。

苏维埃政权在长坪山上点燃星火。红
军取缔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没收富家

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与山上的老百姓
结下情谊。

在一众战士中，冯炼的曾祖母陈韩氏
最喜欢那位姓刘的连长。

陈家夫妇身体孱弱、度日艰难，因为
无儿无女，想把山坡下的井水背回家都找
不到帮手。刘连长来到家里，总是背水背
柴、脏活累活抢着干，日子一长，夫妇俩
便把他认作自己的孩子。

1933 年底，红军开始转移。为了掩
护大部队，刘连长主动请缨，带着 6 名战
士留守长坪山。他的行踪被军阀部队发
现，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时年25岁。

敌人扬言，“谁敢去收尸，下场就跟他一
样”。但这样的威胁很难吓退一位“母亲”。

陈韩氏带着几个人，偷偷把刘连长的
遗体背了回来，裹上白布，装进原本为自己
准备的棺材，连夜埋在老屋后，没有起坟
堆，没有立墓碑，只用干草遮住了新土。

风声还是走漏了。敌人对陈韩氏逼供
三天，没问出遗体下落。被放回家后仅三
个月，陈韩氏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

“红军为穷人打天下，连长为我们而死，
家族要世代为他守墓。”

“后来，外公被领养到我家，一辈子
都没有离开过长坪山。”冯炼说。久远的
故事和真切的记忆，自此接续。

除杂草、添新土、修裂痕、描碑文，
日复一日的涓滴小事，外公做了一生。外
公去世后，同样的责任落在父亲的肩上。

2011 年，以刘连长的墓为中心，南
部县政府在长坪山建起了红军烈士纪念碑
和烈士陵园。陵园依山势起伏，革命年代
和新中国成立后因公牺牲的 800 多南部英
灵，长眠于松涛之间。

自然地，冯炼一家又成为陵园的守护者。
穿行在烽火岁月，许多烈士并未留下

遗体，陵园内多为衣冠冢。黑色的大理石
墓碑坚硬、冰凉、无声，碑文上的名字和
名字背后的故事却柔软、火热、隽永。

1960 年，烈士何正福在中缅边境剿匪
牺牲。半个多世纪过去，弟弟何正兴的短
发白了一头，仍不忘领着亲人前来拜祭。

“他牺牲时 24 岁呀，没有成家吗？”
从烈属手中接过透明塑料袋，抽出里面存
放的一沓泛黄老照片，冯炼看着照片上身
着军装、笔直端正的小伙子发问。

“1960 年上半年结的婚，结婚几天就

走了，到部队去参战了。”烈属回答。
冯炼低头抹眼泪，又不好意思地为这

眼泪作解释：“平时来的家属也有好多，
我以为我已经⋯⋯怎么说呢⋯⋯生离死别
多少还是见过，我以为我可以很平静地对
待这些事情，但是没想到⋯⋯”

比历史更接近人心的是故事。
和专注于守墓、祭扫的父辈们不同，

如今，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冯炼，成了这
段故事的讲述者。

作为陵园的志愿讲解员，每逢重要日
子里的纪念活动，或有人专门来参观，她
都会抽出时间，带着人们走走看看；她查
阅南部县志等资料，想要试着去理解刘连
长的选择；她还在家门前的田埂边种下各
色雏菊，方便参观者拜祭。

“南部县曾有 12000 人参加红军和地
方游击队，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健在的不足
千人。”站在长坪山的石头寨门前，冯炼
再次说出了烂熟于心的数字。

寨门上，红军刻下的“不许打穷人”
标语还未完全风化；村里的红军街，小学
生搬了藤桌竹椅，坐在徐向前故居门口写
作业；烈士纪念碑下，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爬上老树杈，双臂作枕头，在冬日午后的
阳光里眯上了眼。

守墓人，讲述者

不久前，冯炼剪掉了从大学开始留起
来的落肩长发。“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打
理。”她说。

让女孩忙到无暇理妆的，是一个全新
的身份——冯老师。

2017 年，冯炼通过了南部县教师公
招考试，进入中心乡小学成为一名语文教
师。

“刚考上的时候，每天晚上想着这个
事儿，兴奋了一个月。”冯炼坦言，做教
师是家人和自己共同的心愿，从中心乡小
学骑车回家，再慢不过一个小时，她有信
心兼顾事业和家庭。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很快袭来。
和大多数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冯

炼对经验的迫切渴求写在脸上——短短一
堂课，重难点到底怎么突破？为什么自己
一提问，总会有学生陷入沉默？宽松和严

厉之间，究竟应该怎么选择——每想到一
个问题，她或者垂下眼帘，或者抿一抿嘴。

而和大多数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她必
须在教学和志愿工作间求得平衡。四年级
学生第一次住校，作为班主任，她从早晨
6点10分起床铃响后开始跟班，一直到晚
上 9 点查完寝室。逢着假期，如果陵园没
有参观者，她就回到办公室，改试卷、写
总结、练习基本功。学校“三字一画”考
核前，她花了一个下午，在一个白纸本上
画满了萝卜白菜。

“没办法，只能多花时间。”冯炼说。
等待时间解决的困扰，除了经验的缺

乏，还有意料之外的“走红”。
自从冯炼回乡后，媒体对他们一家人

接力守墓的事迹着墨更多。在近 3 个月时
间里，她集中接受了六七个采访，拒绝的
已经数不清楚。

聚光灯下，26 年的人生被过滤
成两个对比强烈、富于戏剧化的关
键词——“90 后”和“守墓人”。

“10万+”报道里，不相识的网友们
为她点赞、流泪、致敬。

时代需要年轻的榜样，冯炼就
这样被推至幕前。南部县“新青年”、
南充市“新青年”，她经历了很多同龄
人无法企及的“高光时刻”，却好像失
去了表达内心的机会。

“听到获奖消息，我脑海中闪过
的第一句话是‘却之不恭，受之有
愧’。”冯炼认为，在守墓这件事上，自己
并没有担当太多，很多荣誉都应该属于南
部县人民，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祖辈们。

“老实说，被这么多媒体关注，心挺
累的。因为教学工作平时安排得很满，而
且我是一个刚入行的新老师，有很多东西
需要学习。我希望能像以前一样，简简单
单教书育人，做好家里的事情。”她并不
惧怕光环的熄灭。

困扰都是暂时的。生活的巧克力盒

子，终归还是甜味更多。
比如 2018 年教师节，学生们偷偷擦

掉了黑板报，给冯老师写了大大的“节日
快乐”。“那个黑板报是学校要检查的，结
果第二天我又花了一个中午才办好。”面
对班上的捣蛋鬼们，冯老师是“又爱又
恨”，可说着说着她没憋住笑，满是胶原
蛋白的脸上挤出了鱼尾纹。

这真是件耐人寻味的事：决定选择平
凡的冯炼，在那一刻忽然耀眼起来。

本文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张可凡摄

耀眼，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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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我们和冯炼是同龄
人。因为同龄，对她身上所表现出
的“不同”就尤为关注。

比 如 ， 20 多 岁 正 是 初 入 社
会、乐于向外界表达自我的年纪，
但采访邀约刚发出时，冯炼是拒绝
的。

再比如，20 多岁的人通常热
衷于使用社交网络，朋友圈是自我
展示甚至自我营销的平台，但冯炼
的朋友圈更新寥寥。南充市“新青
年”评选期间，主办方工作人员提
醒她为自己拉拉票，她也只在投票
结束前一天更新了一条。

为什么呢？好奇心催促着我们
快点出发。许多的疑问，从走近冯
炼的那一刻起慢慢有了答案。

短暂接触中，冯炼留给我们最
深刻的印象是“懂事”。这种“懂

事”里，有对父母的体谅、对家庭
责任的担当，更多的则是对自我清
醒的认识和思考。

回想中心乡小学办公室的长
谈，很难忘记冯炼表情的变化——
说起媒体赋予的“90 后守墓人”
这个身份，她脸色淡淡的，甚至有
些拘谨；可要说起班里的学生，她
的面部肌肉立马活泛起来，有时会
无奈地叹气，更多时候是笑着的。

命运选择冯炼成为家族意志的
继承者。在这个不少人争当“网
红”的时代，她本可以借此机会获
取更多关注和荣誉。但冯炼想选择
静静守在自己的阵地，这座阵地，
不是外界的定义，而是红军墓园，
是家人、学生，是她的内心。

“我更希望大家以老师的身份
认识我。”冯炼正重新出发。

她渴望被重新认识
刘亦凡 倪秀

■记者手记

是红军守墓人是红军守墓人，，更是满怀憧憬的乡村教师更是满怀憧憬的乡村教师。。9090后女孩冯炼后女孩冯炼，，正重新出发正重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