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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欢度幸福年

温情

五世同堂大联欢 144 口人过大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文图

离家的路有千万条
回家的路只有一条
远嫁广东的南阳闺女
大年初一驱车 1400 多公里回娘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文图

令人羡慕的五世同堂全家福（部分成员）

本报讯 炉火烧得通红，
锅里饭菜飘香，热气腾腾的年
味中，周口市商水县谭庄镇马
村屈氏家族的 144 口族人相
聚在一起，共同欢度农历猪年
春节。这个五世同堂的家族
中，年长的老奶奶已经 96 岁
高龄，年幼的玄孙仅有 1 岁。
过大年、大团圆，这个“特大
号”家族过年的方式，让十里
八村的乡亲赞不绝口。
大年三十晚上，商水县谭
庄镇马村，锅碗瓢盆碰撞出来
的交响曲和着孩子们的嬉闹
声，荡漾在屈氏家族的农舍
间。滚烫的铁锅里炖着鸡鸭
鱼肉，炉内柴火旺盛，映红了
新年的喜庆。伴着蒸腾的热
气，肉味飘香，年味正浓。女
人们忙着做菜，男人们忙着打
杂，最快乐的是孩子们，他们
相互追逐嬉闹，一会儿凑到肉
锅前闹着馋嘴，一会儿跑到门
外放上一挂鞭炮，过年的幸福
洋溢在每个孩子的脸上。

56 岁的屈安生虽然年纪
不大，但已经算得上这个家族
的长辈了，他上面 96 岁的大
娘王翠平是家族中年龄、辈分
最大的老人，而他的下面则已
经有了年仅 1 岁的重孙子，也
就是王翠平老人的玄孙。屈
安生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今年这次大联欢，已经
是屈氏家族第三年联欢了，之
前两年回来的人不齐，但今年
都赶回来了，大大小小总共
144 口。
据屈安生介绍，别看老大
娘王翠平现在身体挺好，过得
也滋润，可年轻时她也是个受
过苦的人。自己的大爷也就
是王翠平的老伴，早在 1935
年时加入国民党军队奔赴抗
日战场，后来由于战乱一点消
息都没有，至今也没有下落。
所以，大娘相当于一直守寡，
拉扯她的孩子长大，又一代代
延续了整个屈氏家族的兴旺。
“我们现在搞家族大联

欢，就是向老人表达敬意和感
恩，让后人不能忘了上辈人的
养育之情，这也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必须
传承下去。”屈安生说，现在整
个家族中有当公务员的，有在
外经商的，有的远在新疆、青
海，有的奔赴浙江、广州，但只
要到过年团聚时刻，大家不管
多忙，都要从外地赶回来参加
一年一次的大团圆。
除夕晚上的联欢活动中，
除了一起吃上一顿年夜饭，大
家还都发挥各自特长表演节
目，上年纪的唱戏，中年人唱
歌，年轻人则弹吉他、跳舞，给
家族
“春晚”增光添彩，献上祝
福。
“到明年，我们这个家族
的人口肯定还要增加。”屈安
生等人高兴地说，今年拍全家
福时都照不下了，只能拼接照
片，明年得找个大场地，都拍
全！

七旬老太独自抚养仨孩

村民微信群为她建帮扶基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胡洪涛 孙广合 赵峰
本报讯“咱村里 77 岁的
贫困户孙永兰老人，儿子病
故儿媳改嫁，老太太自己养
活三个孩子不容易，大家帮
帮 她 吧 。”今 年 大 年 初 一 一
早，鹿邑县生铁冢镇褚固堆
村的微信群里就热闹起来
了。短短一天多时间，村民
就 为 孙 永 兰 老 人 捐 了 6000
多元善款。
当天，打工回村的刘杰第
一个捐出了 300 元的爱心红
包，紧接着，微信群里就来了
一阵红包雨。10 元、30 元、
50 元的红包密集刷屏，红包

雨让发起人刘超威应接不暇，
群里 180 多位村民成员没有
一人恶意哄抢。
“ 这都是老少
爷们捐给村里孙永兰老人一
家的救命钱，咱怎么能抢呢！”
村民刘群策笑着说。
据了解，孙永兰目前要照
顾三个孩子，大孙女刘苗苗读
高三，今年面临高考，二孙女
刘春雨读七年级，两个孙女成
绩都很好。老太太唯一的孙
子今年 12 岁，患有精神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
截至大年初二，爱心募捐
活动已收到善款 6000 多元，

眼下，募捐还在持续。当村支
书刘成举和发起人刘超威等
人把 6000 多元爱心款交到孙
永兰老人手里时，她流着泪水
哽咽得说不出话。
捐款 200 元红包的村支
书刘成举点赞说，本来只是
村民闲着没事拉家常的微信
群，成了爱心捐助的重要平
台，这样的做法非常好。
“现
在我们几位群主和大家一起
商议，今后的红包集中管理，
成立微信帮扶基金，帮助村
里其他的困难家庭。”发起人
刘超威说。

本报讯“离家的路有千
万 条 ，回 家 的 路 只 有 一 条
……”这个春节，这句话无数
次在蔡军秋的心头浮动，大
年初一她携家带口驱车
1400 多公里，从温暖如春的
广东虎门回到了寒气逼人的
河南方城县清河乡的老家过
年。
蔡军秋家住清河乡门庄
村，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
由于家里困难，多才多艺的
她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南下
做了打工妹，并远嫁广东。
能干的阿秋和丈夫谢先生一
起经商开店，开拓市场，生意
做得挺不错，一家人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
不过，对于远嫁的女儿
来说，最期待走的就是回家
的路。远嫁南方 12 年来，因
为生意太忙、孩子太小等原
因，她仅在结婚后第一年回
来过过一次春节，希望再回
老家过年的愿望，已经在心
头萦绕了整整 10 年。
“朋友都说开车回太远
太累了，但我觉得，只要向着
那个方向出发，心就莫名温
暖幸福，出发前两天更是因
为兴奋失眠，甚至像打了鸡
血一样精神百倍，心里想的
都是父母的笑脸，一家人相
聚一堂，香喷喷的家乡味儿
……”阿秋说，为了这次回家
过年，一家四口在大年初一
凌晨五点起床，收拾好一堆
行李，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
子驱车 1400 多公里，向着老
家的方向一路驰骋……
大年初一，一家人着急
赶路，一路上吃了两顿快餐
面，
“ 路上，孩子不停问我还
有多远？还有多久才到？父
母和姐姐、弟弟也时不时发
信息询问到哪儿了，感觉全
世界只有这事最重要了！”阿
秋激动地说。
最激动的是回到家的那
一刻：大年初一晚上 10 点多
到家时，父母和弟弟一家人
都早早在大门口等着迎接，
要知道，平时，在寒冷的北
方，此时人们早已入睡，看着
家人的笑脸，听着一句句问

候，她觉得，为了这次团圆，
为了这份亲情，再远再劳累
的奔波，
都值得！
最解乡愁的，除了亲人
的团聚，还有家里的美食。
“一坐下我妈就问：想吃点
啥？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准备
全了。”说话间，家人端上来
一盆盆煮熟五香的牛骨、牛
尾、牛杂等，样样都是她小时
候的最爱……吃着吃着，心
美化了，
眼窝儿有点儿发热。
从当年离家打工的女
孩，到如今两个孩子的妈妈，
阿秋更加懂得了
“过年回家，
回家过年”的分量。
“ 对我这
样远嫁的女儿来说，回家过
年更是期盼——远嫁千里，
哪怕生活条件再好，过年游
玩娱乐再多彩，都比不上回
娘家吃顿团圆饭。”阿秋说，
“因为老家人都说我从小是
老爸的小棉袄，每次我回家，
老爸脸上的笑容都没停过，
老妈说本来过年家里买的肉
和好吃的已经很多了，因为
我们要回来过年，老爸还说
不够，说爸爸
‘像疯了一样买
买买’，只是因为，他离家最
远的女儿要回来过年了。”

1400 公里的路程，挡不住远嫁
女儿思乡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