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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家庭遭遇飞来
横祸!父兄被害!债台高筑"

欠债还钱! 为了践行这个最
淳朴的承诺! 数十年来郑宜
栋节衣缩食! 今年

#

月!

$#

岁的郑宜栋老人终于还清了
所有债务" 八旬老人还债六
十多年的故事在江西上饶县
传为佳话"

!"

年是人生的绝大部
分甚至全部!

!"

年孜孜不倦
还债路如此漫长" 但诚信成
为信仰! 它就值得我们用一
生去坚守"八旬老人

!"

载还
债路! 为我们诠释何谓诚信
如金! 或令我们振奋或让我
们羞愧"

飞来横祸债台高筑
债务未还寝食难安

郑宜栋是江西省上饶县黄沙岭乡

麻墩村人! 父亲开办了一家油坊"诚信

经营"深得周边乡亲们信任! 乡亲每年

挑来茶子#菜子来油坊压榨"只在账簿

记数目"不要收条!

!"#$

年" 当时的江西上饶县国民

党政府抓民夫! 年仅
%&

岁的郑宜栋被

乡丁抓走"郑宜栋的父亲和兄长前往营

救"被乡丁们乱枪打死! 郑宜栋的母亲

被迫将村民寄放在油坊的茶子# 菜子#

桐子和已经压榨好的几缸油料变卖"筹

款打官司"结果非但没能申冤"反而债

台高筑!

乡亲们同情郑家的境遇"没有一个

人上门索债! 乡亲们的宽怀大度"让郑

宜栋十分内疚!他发誓$即使天塌地崩"

也要撑起这个残破的家"无论多么艰难

也要还清债务!

郑宜栋回忆说"随后的几年"

%&

岁

的他起早摸黑地干活"打短工"做挑夫"

翻山越岭到福建去做盐生意!在养活家

人的同时"他尽全力偿还了部分油料和

钱"但和账本上的数字还差得很远!

解放后"郑宜栋表现出色"工作积

极"他先后担任过民兵营长#区农协主

席#县农技站站长#公社党委书记等职!

但郑宜栋严于律己"不牟私利"所有的

收入就是每月几十元的工资!要赡养母

亲和供弟弟读书"加上婚后生下
&

个子

女"家里长期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虽然生活清苦"但郑宜栋一直把还

债的事放在心上!郑宜栋的二儿子郑永

国回忆说" 为了能早一天还清债务"一

家老小四季难沾荤腥"甚至常常以野菜

红薯渣果等难以下咽的杂粮充饥果腹"

蔽体御寒的大多是不成样的破衣烂裳!

郑宜栋在外地工作" 生活更加节俭"一

日三餐多以五分钱一碟的青菜应付"几

件衣裳一穿就是十几年"内衣更是补丁

叠缀! 郑宜栋担任公社书记后"经常要

到县里开会" 每次开会都步行数十公

里"只为节省一块多钱交通费!

郑宜栋的三儿媳周绿英告诉记者"

她嫁到郑家来" 公公婆婆没有给一分聘

金! 起初"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后来帮公

公整理%还债记事簿&时"才知道公公为

了还债吃了那么多苦! %每整理一次"我

就流一次泪! &周绿英说"%自己的委屈

早就抛到一边去了! &

强烈的责任心和负疚感不断催逼

郑宜栋尽早偿还债务"但总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并为此寝食难安! 他的爱人郑

荣仙说"资金未筹措齐之前他从没向家

人谈起还债的事" 时常见他唉声叹气"

原以为是生活所累"不知道他顶着如此

巨大的心理压力!

两度还债 了却夙愿

直到
%""'

年" 郑宜栋终于筹足了

偿还债务的资金!为了不弄错债主身份

和具体金额" 他花了数月时间整理#核

对父亲留下的账本! 是年农历
%$

月
(

日"他带着账簿和现金"雇了一辆车载

着购买的几桶优质油料"从上饶县城的

家里返回到老家黄沙岭乡"开始了他准

备多年的还债行动!

冒着刺骨的寒风和纷飞的冻雨"当

时已经
&)

多岁的郑宜栋在乡亲的带领

下"按照旧账簿的记载"历经
&

天时间"

辗转于大屋#掷源#源塘#浏源#庙坳等

%)

多个村庄"找到了
"'

位债主和债主

后人!这次"他偿还了大部分旧债"油料

和现金折合人民币
*&))

多元! 那一年

的春节"老人过得特别开心!

接下来的几年"郑宜栋继续寻找余

下的几位债主!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债

主早已远走他乡"但老人仍不放弃! 有

时为了一点线索"老人常常要往返奔波

几百里!乡亲们也都被老人的行为深深

感动"主动帮他打听#查寻"帮助老人一

起完成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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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 郑宜栋在与人聊

天时猛然想起一个细节$解放前用的老

秤是
%'

两
%

斤"而现在的新秤是
%)

两

%

斤! 这一发现让他深深自责"懊悔万

分"直骂自己老糊涂! 经过多方求证之

后" 郑宜栋决定再按
%*,

的比例偿还

债主!于是"老人又翻出了陈年账本"把

%)'

户债务仔仔细细重新换算过"积攒

再次去老家还债的钱物!

$))(

年农历十二月初九" 已经
(-

岁的郑宜栋在老伴郑荣仙的陪伴下重

新回到家乡! 小山村沸腾了"债主们坚

决拒收老人再次送来的钱物"但老人反

复劝说"执意补偿"情急之时常常老泪

纵横!无奈之下"债主才勉强收下!因为

有些债主的后人到外地打工去了"直到

今年清明节前夕"老人才彻底还清所有

债务!

$))"

年
.

月
-

日" 郑宜栋在自己

的%还债记事簿&上郑重写下$欠翁新华

一角"今还
%

元! 至此"老人
'&

年间先

后共偿还债务
%-'))

多元!

儿媳周绿英说"以前"公公时常紧

锁眉头"不苟言笑"连孙子孙女都没逗

过!还清债务后"公公的话明显多了"经

常问起孙辈们的学习情况!

郑宜栋说$%只有彻底清还旧债"我

才能卸下压在心里几十年的千斤巨石"

了却平生夙愿"过上轻松快乐的晚年生

活! &

人性光辉 诚信如金

郑宜栋老人两偿旧债的举动在当

地被传为佳话"乡亲们和债主们都十分

感动! 掷源村年逾九旬的老人陈文忠

说$%当年郑家横遭大难"孤儿寡母十分

可怜"我不忍心上门要债! 本以为这几

十斤油早就落空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

后"他会上门还债"真是一个世间少有

的好人啊'&有的乡亲说"听说有人专程

来还
')

多年的旧账" 还以为别人在讲

故事" 没想到世上真有这样讲诚信的

人!

乡亲们的赞誉"郑宜栋却觉得受之

有愧"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只

是做了自己早就该做的事!如今迟了几

十年才来还债" 而且没有支付利息"已

经十分对不起债主"还有什么值得宣扬

的呢( &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副教授刘虹指

出" 我国民事最长诉讼时效为
+)

年"

')

多年债权人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 这等

于他们放弃了这种债权!因此"从法律上

讲郑宜栋无须还债"但从精神#道德上来

说"他的行为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

副院长吴永明认为"郑宜栋老人%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朴素的思想彰显了优

良的诚信品德"这种品质在建设诚信社

会的今天尤为需要提倡! %中国人善于

遗忘"善于原谅"郑宜栋
')

多年没有遗

忘"充分展现了他视诚信如金子的光辉

人性"这种品质在当今社会越发显得弥

足珍贵! &吴永明说!

!!"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放暑假了! 平舆县第二高中学

生张燕飞边照顾家庭! 边认真复习

功课" 他的贫寒家境和坚强意志!令

人同情与赞叹"

张燕飞是张楼居委会杨庄二组

一个不幸的孩子! 在他出生几个月

时!奶奶去世!爷爷患上了肺气肿等

病!父亲得了精神分裂症!母亲不堪

家庭负重改嫁" 如今!他的家是个四

间透风漏雨的破房! 屋里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

张燕飞从小聪明伶俐! 家境贫

寒让他及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他

在校学习刻苦! 放学回到家中就洗

衣#做饭!有时还遭到犯病父亲的打

骂" 他没有买过新衣服!一年很难吃

到几次肉" 生活的不幸磨练出了他

坚强的意志! 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

名列前茅" 在高中学习期间!他的考

试分数又稳居年级
%$&&

多名学生

中的前
%&

名"

暑假期间!当地许多好心人向他

伸出了援助之手! 承担了他读高中#

大学的全部学费"

新学期开学就要成为高三学生

了!张燕飞发奋的目标是$明年一定

要考上重点大学! 用知识改变一家

人的命运% !!"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八旬老人
六十七载还债路

家庭不幸 自强不息

暑假期间#许多好心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承担了他读高中$大学的全部学费%

暑假期间#他在刻苦复习功课的同时#

精心照护爷爷%

每天洗衣$做饭#仍是他要干的事情%

在炎热$昏暗的小屋内#他靠家中最值钱的电扇降温学习%

他又被评为&三好学生'#破屋土墙上多了一张奖状%

张燕飞对生活$学习前景充满了信心%

)))一个农村娃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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