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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本报通讯员 赵笑菊

俗话说，“一个锅里搅勺，难免磕磕碰
碰”。然而，这个三代人、16口人的大家庭，
是如何做到和睦相处，不离不弃的？

7月的一天，记者慕名来到讲理村，走进
了金家。

不言分家

从洛宁县罗岭乡乡政府往北，沿着蜿蜒
的山路走上 2公里，就到了讲理村。据金家
的家谱记载，讲理村在明朝时叫金家山，到了
清朝叫小街村。后来，金氏家族人丁兴旺，族
人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时，德高望重的族人
便会出面调解评理。慢慢的，外村有了纠纷
也会到这里，寻求帮助，找人评理。久而久
之，这里就被称作讲理村。

“我家不分家的传统，是从祖上一代代传
下来的。”在金家三兄弟中排行老大、今年53
岁的金相超介绍，早在清朝嘉庆年间，时任知
县就曾给金家颁发过一块“五世同堂”的牌
匾，对金家的好家风进行褒奖。

从清朝嘉庆年间到现在，一二百年过去，
星移斗转，社会变迁，金家一直没有分过家，
这块牌匾也一直被他们珍藏着。“这块儿匾对
我们来说，相当于一个祖训，时刻告诫提醒着
我们要注意维护家庭和睦。一代又一代，我
们金家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说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父
亲还真有过一次分家的考虑。”金相超回忆，
当时，金家的家境渐渐好转，人口也越来越
多。一天晚上，一家人从田间劳作回来，吃过
饭后，父亲开了口：“天天生活在一起，会有不
少家庭琐事，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你们考
虑一下分不分家。”母亲首先反对，儿女们也
各抒己见，但大都赞同母亲。“最终，我父亲放
弃了分家的想法。”

苦难真情

其实，金家到了金相超这一代，原本有兄
弟四人。1987年，二弟金应超在山上放牛时
不幸坠崖身亡；2003年，四弟金超武在承包烟
田劳作时遭遇泥石流，被倒塌的房屋砸中身
亡……当时，四弟媳才26岁，儿子不到3岁。

丈夫的突然死亡让四弟媳不知所措，娘
家也有了顾虑，想让女儿改嫁。这个时候，金
家全家上下都疼惜老四媳妇。金相超回忆，

当时家里的想法是“得对得起人家”。“当时我
就对弟媳说，你不需要走，在这个家里边，有
金家吃的就有你吃的，有金家用的就有你用
的。大家一起把孩子抚养成人。”

面对金家的深情大义，老四媳妇选择了
留下。

后来，金家多方打听，在长水乡为老四媳
妇物色了一个上门女婿。在金家处处帮助和
照顾下，上门女婿很快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
之中。老四媳妇说，金家的两位大哥从没把
他当外人，“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现
在，村里人提起金家都说是三兄弟，没人有什
么异议。

苦难可以毁掉一个家庭，更能为一个家
庭提供凝聚力。

1998年起，金家承包了 200多亩地，种
烟叶、核桃。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大家子还
是同吃同住，家务活儿咋分？

金家人不分家务活，没人计较干多干少；
到了饭点儿，谁在家谁做，谁回来早谁做，做
啥吃啥，也很少有人挑肥拣瘦。当然，日子长
了，也会遇到众口难调的时候，比如说，大锅
饭做了馒头稀饭，要是有人想吃面条，就去小
灶上自己做。

“经济上也没红过脸，一开始是我父亲在
管钱，他年龄大了以后，就是我母亲在管，谁需
要用钱就找母亲要。现在母亲年龄也大了，有
时我们三兄弟也会一起商量用钱的事情。”金
相超说。谁家孩子需要交学费了，跟家里一
说，从母亲那里拿钱就是；谁家孩子需要添置
新衣服了，那就给家里每个孩子买一套，“一视
同仁，不会让哪个人觉得自己吃亏。”

在金家，不仅收支透明，更会互相帮扶。
“比如兄弟媳妇的娘家这边，平时有个红白
事，要是没钱，我们出钱。有钱就还，没钱就
算了。”

“好多人不相信我们婆媳、妯娌间没矛
盾。说实话，要是经常吵闹的话，就过不到今
天。”金家三弟媳赵巧丽笑言。说话间，金家的
邻居吉江涛开着车回家了，笑盈盈地来到金家
门口的树荫下插话儿：“做了这么多年邻居，从
来没听见过他家院子里有过吵架的声音，恁大
一家子还能这么和睦，我们都挺羡慕。”

赵巧丽说：“秘诀其实也很简单，一是大
家都好，不在钱上计较，不自私。二是有啥事
儿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谁说得对就听谁的。
万一心里有啥不平衡，也不藏着掖着，跟大伙
儿直接说出来，话说开了、理捋顺了，心里的
坎儿也就过去了，也没人真往心里搁。”

家风传扬

金家小院的外墙上，写着 12个字：勤俭
持家，厚德传家，贤淑兴家。在金家人的记忆
中，这原本是家规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三句
话。金相超介绍，他们的家规原本是写成小
册子的，一共三本，解放前，家里人出去要过
饭，这几本小册子也随身携带，但不慎丢失
了。几十年来，金家对家规家训的传承，主要
还是靠一代代的口口相传。

如今，金家计划重新编纂家规家训，预计
年底完成。“新的家规里，会有勤俭节约、尊老
爱幼、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的东西，但肯定也会
加入一些新内容，比如爱护环境、遵纪守法、
爱岗敬业等等，家规家训也要与时俱进。”

现在，讲理村有153户人家近600人，金相
超是村支书，“好多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要管。”村
里有个婆婆得了脑瘤，得长年吃药，每月的药费
是610块钱，把药费给了儿子，儿媳却抱怨：到
洛阳去买药，路费谁掏？金相超知道后，对他们
说：“现在开始我替你们买药，每月只收600块，
不用路费，药费的零头也免了。”在金家的感染
下，那家的儿子、儿媳觉得“很丢人”，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不再跟老人斤斤计较。

在金相超看来，和谐讲理是延续几千年
的传统，但现在“传统的好东西都快消失了”，
社会特别需要“树正气”。

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态是复杂的，儿孙不
孝、兄弟不睦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解决这些
难断的家务事儿，2015年6月，讲理村将一个
清朝中期建成的旧院落，改用作“讲理堂”。如
今，十里八乡的人都会隔三差五地到这里来“讲
理”。讲理堂不仅讲理，也讲课，村里会时不常
儿请道德模范、大学里的老师等来这里宣讲。

此外，在家人的支持下，金相超买了几百
本国学小册子，里面有《三字经》、《弟子规》之
类，每家每户人手一册。如今的讲理村，按照
金相超的话说就是“出去不关门也没事儿，跟
城里不一样”。

现在，金家的第三代儿女中，年龄小的在
当地上学，大一些的有二十多岁，多在外地上
学、工作，只有到了春节，这个大家庭的16口
人才会齐聚一堂。金相超说，虽说大家都希望
后代子孙也可以做到“不分家”，但这事儿不强
求，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家庭的团结和睦靠的
也不是强制，而是自觉自愿。”

离开讲理村已是傍晚，天上飘起了小
雨。可以想象，当第二天的晨曦洒进这个小
山村时，金家的两位老人会像往常一样早早
起床洒扫庭院，儿媳们会让这里升起炊烟。
白天，金家人要么在忙碌地工作，要么在田间
辛勤劳作，放了假的孩子们会在村头嬉闹奔
跑。晚上，大家会围坐在门前的大树下，吃
饭、聊天……平淡而和谐的生活，将继续在这
个村庄里一天天上演。1

□本报记者 孙勇

“‘扶贫攻坚’，我能做点啥？”初入伏，我省74岁
的书法家陈春思就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随后，
他冒着酷暑，历时近一个月，将挥毫泼墨数月创作的
500幅团扇、500幅扇面，装裱之后装入20个精美的
木匣里，分别捐赠给洛阳栾川、洛宁、偃师等 8县 1
市1区。

陈春思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伊滨区人，他出生时，
家里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担心养不起，父
母把他送了人。陈春思说，母亲回外爷家时，外爷不
让进门，说“就是死，也要全家人死在一起。”他这才
又重回到家里，并在乡亲们的接济下长大成人。正
是这件事，成了他生命中抹不去的印记，“如今，我生
活好了，有条件、有能力，就要奉献一份爱心。”

洛阳是书法之乡，陈春思自幼耳闻目染，打小就
临池不辍，游弋于魏碑书法的海洋。提起陈春思，很
多人知道他在书法界的名气，不少人还知道他爱“张
罗事儿”。数十年来，不论是关心老同志，扶植和培
养新人，牵线援建希望小学，捐资捐赠，抗洪救灾、敬
老帮残，他总是带头响应，积极组织。

如今虽已年过古稀，陈春思老人仍是一如既往
地为文化公益事业奉献余热。一位熟悉他的老友评
价说：“他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总以一种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执著地寻觅着发挥自己热力
的道路。”

王宏晓是陈春思的学生，他记得有一年秋天，几
个朋友结伴到陈老的创作室请教书艺。有一位40
多岁的农民扛了一袋东西也来到了陈老的创作室，
坐在沙发的一角木讷讷一言不发。陈老问他有啥
事，那人说：我是你老乡，乡亲们都说你的字能带来
福气。我娘马上要过80大寿了，想要你一个字。知
道你的字主贵，不好意思开口，给你带了一袋红薯。
陈老笑着对求字的人说：“你为娘要字是你的孝心，
应该表扬。说一声就行了，拿红薯干啥？不拿我照
样给你写！”

7 月 29 日下午，洛阳伊滨区管委会三楼会议
室。由陈春思老人发起的千扇（善）百幅（福）书法扶
贫捐赠活动完美收官。洛阳市扶贫协会会长王一丁
说：“书法家用书法作品参与脱贫帮扶，是一种积极
的探索和新的模式，希望这模式能引发广泛关注，影
响更多的艺术家参与扶贫攻坚战。”

谈到举行书法扶贫活动的初衷，陈春思说：“我
出身普通农民家庭，脱贫攻坚，挖掉穷根，我理应尽
自己微薄之力，做一点贡献。我也希望书法家们都
行动起来，用书法艺术为脱贫攻坚尽点力。”8

书法扶贫的老人

素描

讲理村有个大家庭

洛宁县罗岭乡有一个讲理村，讲理村有一个金姓的大家庭：两位老人、3兄弟和媳妇、8个孩子，共

16口人。多年来，这个大家庭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院，晚辈孝顺老人，婆媳、妯娌和睦相处——

□图／陈更生 文／陈炜
老人、孩子、石头和狗。

这个看似单调的太行山村图景，却传递

出丰富的时代信息。“轻罗小扇”摇起来了，二

郎腿跷起来了，含饴弄孙的祖母可以穿得鲜

艳如旗帜，“洋”味十足的小狗融入得没有一

丝陌生感。这里是农村，他们是农民。

只是，难觅牛般壮实的爷儿们，不见如花

绽放的青春少年。如今的农村，像一个迟暮

的老人，落寞迟钝，疲惫不堪。

山还是那座山，人已不是那些人；家园还

是那个家园，乡村已不是那个乡村。

日暮乡关何处是？许多人的故乡，也许

只停留在他们儿时的记忆中，呈现在深夜的

睡梦里——在那里，看得见“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听得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闻得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也会

有人欢马叫的劳动场景，也会有慵懒闲散的

饭场片段……这些躲在心灵柔软处的鲜活画

面，正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而渐行渐远，逐

渐消散在历史的纵深处。

“寂静，是最大的变化。”——这是南方周

末记者在农村调查报道中很普通的一句话，

隐藏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却极其准确地表

达了对当下农村的感觉。

30 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一

批批自田野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城市，在轰

鸣嘈杂的车间，在尘土迷漫的工地，在臭气熏

天的排污沟，在不见日月的菜市场……不管

是炎炎酷夏，还是瑟瑟严冬，哪里最脏最累最

辛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摩天大楼近在

咫尺，他们只能在屋檐下投去向往而短暂的

一瞥；街心公园情侣成双作对，他们只能在擦

肩而过时发出羡慕而无奈的叹息。他们忍受

经年的困顿辛苦，仅仅在春节来临之时才敢

放飞似箭的归心，加入“地球上最惊心动魄的

人类迁徙”队伍，向着家乡风雨兼程，分享短

暂的天伦之乐。然后，周而复始……

他们在精力最充沛的年华来到城市，把

青春和力量献给了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把辛

劳和困顿留给自己和家人。他们用勤劳的双

手和辛勤的汗水，用无奈的别离和无尽的思

念，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谱写了谁也无

法忽视的“农民工”时代篇章。时至今日，我

们依然在享受着农民工带来的红利，虽然随

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种红利正在一点点

消减。

繁华的城市反衬着寂静的村庄。在遥远

的故乡，农民工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还

在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家园。在那里，留守的

妇孺老幼常常因为缺少生活的帮扶照料和精

神的交流慰藉而陷入困顿。一批批父母离开

乡土奔赴城市打工挣钱，一个个稚嫩孩童被

无奈地留在了老家故园。据统计，这些“孤

单”的留守儿童目前全国有 6100 万，而湮没

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寂静的村庄牵连着农民的心弦，承载着

沉甸甸的家园的分量。那里是他们精神的归

属地和文化生活的源流，孕育和保持着特殊

的亲情文化，编织着独特而致密的社会关

系。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才会放松身心朗声说笑，才敢一觉睡到日高

起、见了皇帝不磕头。

十几年前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者呼

吁保持一些原始的农村风貌：不盖楼不通电，

石磨水井，土墙牛圈。会场一时寂静无声。

我知道大家沉默的原因：我们不能因自我主

观的意愿而去剥夺别人追求现代生活的权

利。

端详这幅图片，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

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8

时代表情 寂静的村庄

□李晓黎

1910年 11月 25日出生于西平县的孙文安老
人，早年投身行伍，上世纪九十年代随女儿移居舞钢
市。今年106岁的他，精神很好，不仅能独自下楼活
动，还能读书、写字、剪报、写日志。只是听力有障
碍，腰有些弯。

谈到长寿秘诀，老人说：“常吃素食，微酒无烟；
不懒惰，多活动；要乐善勤俭，多帮助别人。”随老
人生活的二女儿介绍说，他的起居习惯至今仍有当
年行伍的特点。近年来，老人首先保障的是睡眠质
量，有时候还喜欢一个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每天
早上 5点多，他都会下楼转转，并去不远处种着时
令蔬菜的菜地里，坐在小板凳上，拿铲子翻土、拔
草、浇水。

老人的床铺也被他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小事
儿尽量不麻烦别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多好！”老人
说，起床、上厕所他都坚持不要人照顾。在老人屋门
口的架子上，放着手套、铲子、水壶等物。每天下楼，
他都喜欢戴着手套，手扶楼梯栏杆。而且在往菜地
的路上，他还经常小跑几步。“种菜不是目的。通过
劳动多活动，身体强壮了，有活力了，我也就健康
了。”老人笑着说，“劳动不仅活动筋骨，还能享受乐
趣呢。”

除了早起，老人还养成了读报、抄报、剪报、写日
记的习惯。虽然他现在听力不好，但眼不花，每天他
都会写下几月几日、星期几、天气等“流水记录”，还
要把报纸上的重要标题楷书写到纸上，并把好文章
剪下来，夹好放在床头。老人的外孙朱荣喜说，老人
小时候上过私塾，上了年纪后，家人担心他老年痴
呆，所以听从一位当医生的亲戚建议，让老人抄报
纸。

“20多年了，我一直坚持抄报、写字儿。”老人
说，写字可以提高记忆力，动脑动手有利于健康，还
能恢复记忆，“要坚持下去，不能间断，一间断，人就
懒了；人一懒，命就完了。”

孩子们个个孝顺，本来就心态好的老人每天更
是开开心心。他经常告诫晚辈对人要宽厚、诚恳，

“对别人好了，你有难处了，人家就会帮助你。”老人
还常念叨这样件事儿：70多年前，他曾帮助过一对
做生意的夫妇，后来自己得了急病，这对夫妇把他拉
到医院救治，“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

“他日常最爱喝牛奶、蜂蜜水。一年能喝掉好几
罐蜂蜜呢！”二女儿说。老人一生育有两个女儿，老
伴早年去世后，他随二女儿生活，一直和女婿及晚辈
相处和谐，还和外孙朱荣喜成了“好朋友”。今年45
岁的朱荣喜，也经常给姥爷搓背、按摩头部，还负责
给老人洗澡，陪老人聊天。“从姥爷身上，我不仅学会
了如何做人，更学会了如何做好人，怎样健康生活。”
朱荣喜说。

“多做善事，学会感恩。不断帮助别人了，别人
也会对你好。”不久前，平顶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联盟组织志愿者前去慰问时，老人还这样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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