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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家庭编成“连队”

2008年，我交流到郑州警备区工作
后，将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郑州。当
时，爱人在外地工作，我也经常吃住在
单位，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虽然都在郑
州，但每天忙于生计，一家人很长一段
时间才能见一次面。父母来了以后非
但没能享受天伦之乐，对我们几个兄弟
姐妹的挂念反而更多了。为此，我建议
大家都逐渐搬到一个小区居住，有钱的
买房，没钱的租房。

大哥家经济条件有限，一家 5口挤
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内生活。我买
房后不久，就在家附近给大哥选租了一
套三居室，一次性帮他预付了全年的房
租，并叮嘱他不用归还，只要跟上全家
的发展思路就行。后来，开公司的外甥
女杨瑞招聘大哥到她公司，提高了工资
待遇，他家的日子也逐渐好转。

一家老小三十多口人在一起如何
相处和管理呢？想到家庭成员中有几
个人是军人，我有了主意——将部队
的好作风融入家庭建设，把家人编成
一个“连队”：由我担任“连长”，负责家
里大事的牵头决策，例如父母看病买
药，下一代成长教育；二姐马艳担任
“副连长”，负责家里的后勤保障、老人
日常照料陪伴，调解家庭成员间的矛
盾；外甥杨威、外甥女杨瑞分别担任
“一排长”“二排长”，他们是大家庭的
“创业先锋”，带头勤劳致富，支撑大家

庭公共开支；侄子马涛、外甥女陈凌是
“通信员”和“文书”，负责家庭会议的
召集和会务保障，监督年度发展计划
的实施……

家庭“连队”建成后，我们还制定了
一套“连规”：家里有了大事，全体家庭
成员一起协商，形成方案后，分工负责
抓落实；每月开一次“恳谈会”，及时交
心通气，化解矛盾问题；春节前，召开年
度总结表彰会，为学习或工作成绩突出
的家庭成员发奖，每个人还要在会上报
告一年来的学习或工作情况、下一年的
发展规划，方便家人日常相互监督、共
同进步。

此外，我们还设立了家庭“爱心基
金”。逢年过节一家人聚会时，鼓励大
家将零花钱存入基金账户，自觉自愿，
多少不限，再由 6个小家庭各选一名代
表组成“家庭委员会”，参与“爱心基
金”管理，定期公布每个家庭成员存入
的金额。如果有人提出使用方案，经
“委员会”认真讨论，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便可付诸实施。
“爱心基金”源于大家又用于大

家。我们会不定期组织乒乓球、羽毛
球、踢毽子等小比赛，对获胜者进行奖
励；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时，为表
现优秀的小辈们发红包以示鼓励。“爱
心基金”积攒到一定数额后，我们会拿
出一部分，组织 6个小家庭全体出动，陪
两位老人外出旅游。

外甥女杨瑞和丈夫决定创业时，曾
向“家庭委员会”申请暂借一部分钱作
为启动资金。正是这笔钱，帮他们解了
燃眉之急。经过近两年的打拼，他们不

仅提前还了借款，还买了车。
有了微信以后，我家又建了一个家

庭微信群。小两口吵架了，大家在群里
你一言我一语帮着调和；父母过生日，
大家争着张罗聚会；孩子们碰到学习困
惑、工作难题，大家帮着出主意……说
着谈着，隔膜少了，亲情浓了，幸福指数
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以前，兄弟姐妹给父母的赡养费没
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个别人还有“啃老”
现象。围绕这个问题，我们曾在微信群
里展开讨论。最后，大家约定：每年春
节、端午和中秋，6个子女平均给父母一
些零花钱；如果有生病住院等重大开
支，6个小家共同承担。

我们的行动给小辈树立了很好的
榜样。2016年初，在侄女马亚晓的提议
下，我家第三代发起了“为爷爷奶奶发
工资”活动，十几个孩子在微信群里红
包接龙，每月 5号前凑出 3000 多元，换
成现金送到爷爷奶奶手里。

“连队”人人都有军

营情结

我们大家庭现有 2 名现役军官、6
名退役士兵。鼓励参军、在军营磨练成
长，折射着家人们质朴的军营情结。

外甥杨威刚入伍时，军营艰苦的环
境和高强度的训练让他一度想打退堂
鼓。家人得知情况后，轮番给他写信、
打电话，鼓励杨威坚持下去。我也寄给
他一个军旅日记本，在扉页写上赠言：

“人的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一个
在思想上战胜自我的人，就能战胜所遇
到的任何困难！”在大家的帮助下，杨威
咬牙坚持、刻苦训练。新训结束考核
时，他成为全班唯一一个全优的战士，
荣获新兵营嘉奖。

侄子马涛中学毕业后，跟随父母
在郑州打工，性格比较叛逆，一度让家
人十分头疼。我曾建议他去当兵，当
时已退伍的杨威也来做他的思想工
作。马涛心里一开始有些抵触，但还
是听从了我们的建议。入伍后，他在
大大小小的任务中磨练了自己，还因
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
功 3次……

看到孩子们在军营成长，我们全家
人十分欣喜。但更让我们感到骄傲的
是，他们走出军营后，依然能保留那身
兵味，在努力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还
帮助了更多人。

杨威刚退伍时，由于没有社会经
验，找工作遭遇了不少挫折。经过不懈
努力，前几年，他还创办了自己的公
司。这一路走来，他吃了不少苦。
“大多数退伍老兵像我一样，能力

素质不差，但第一学历不高，找工作容
易被卡在好单位门外。我觉得咱们应
该积极为退伍老兵提供就业、创业平
台！”随着公司有了一些规模，杨威萌
生了帮助退伍军人就业的想法。全家
人一致支持，并委托我前往当地退役
军人事务局了解优待政策，由杨威安
排公司各部门优先录用退伍老兵，帮
助他们尽快实现从一名优秀军人到优
秀员工的转变。截至目前，杨威公司

已录用退役军人 10 余名，其中还有几
名同志已走向了管理岗位。

爱心接龙

2011年，老家有个叫冯莹莹的女孩
不幸遭遇车祸，高位截瘫，身体数月不
见好转，再加上抢救治疗时借下的几十
万元外债压力，一家人几乎丧失了生活
下去的信心。父母从老家探亲回来告
知这些情况后，我给冯莹莹先寄去一些
钱贴补生活，紧接着去考察了几家医
院，希望能够帮助冯莹莹继续治疗。

从医院回来后，我将冯莹莹的不幸
遭遇和爱心捐款倡议发到家庭微信群
和微信朋友圈，希望亲朋好友给予关
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家人纷纷在微
信群里捐款，一些老家邻居也发微信红
包给予援助。

平时与我经常一起做公益活动的
几位爱心人士也积极发动他们各自的
朋友献爱心。几天后，大家带着爱心款
相约来到医院看望冯莹莹，不仅解决了
她的住院治疗费，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她
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几年来，大家
对冯莹莹的爱心帮扶从未中断。堂弟
马德峰每次都积极参与，他说：“拿出三
五百元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积
少成多，很多人的爱心款凑到一起就能
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2016年的一个晚上，外甥杨威在家
庭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条爱心筹款链接，
里面是一封急切的求助信：赵德生 8岁
双胞胎小女儿苑苑查出得了骨癌，急需
一笔高额的医疗费。赵德生是杨威当
兵时的连队指导员。几个家庭骨干成
员看到后，立刻准备进行爱心捐助。外
甥女杨瑞说：“这是边防军人的孩子，我
们应该发动更多力量给予救助！”

我担心网上信息有假，打电话向赵
德生部队的领导进行了核实。得知他
们也在组织官兵自发捐助后，我便在家
庭微信群里积极发动。年过古稀的父
母带头捐款，家人们纷纷响应，就连刚上
幼儿园的小朋友马一诺也拿出了 50元
的压岁钱。更让人感动的是，几个刚进
家庭微信群的表弟也纷纷慷慨解囊。
当过兵的小舅凌晨 2点看到信息后，和
小舅妈各自发来微信红包。我将全家
的爱心捐助活动发到微信朋友圈，许多
高中同学看到后，也纷纷发来爱心红包。

当我们把筹集到的爱心款转交给
赵德生的部队时，该部领导十分感动，
特地发来感谢信。后来，我了解到，小
苑苑成功进行了手术，化疗效果很好，
现已13岁，上初中一年级。

去年疫情发生后，外甥女杨瑞牵头
在我们家庭微信群发起爱心捐款。倡
议发出后，家人们纷纷响应，捐款很快
达到一万多元，后来通过河南省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转赠武汉。

像这样的爱心接龙捐款活动，在我们
这个现有43口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
每年都会组织好几次。全家人热心向善、
乐于助人的行为，得到了多方认可。我本
人先后被评为郑州市十大孝星、孝老爱亲
道德模范、十大中原忠孝人物、全国助残
先进个人等，我的家庭先后获得郑州市和
谐家庭、河南省最美家庭、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等多项荣誉。

家是一个有爱的“连队”
■马 昕

家 事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晚上，高俭
睡前给老爸打电话无人接听。东北冬
季的夜晚“嘎嘎”冷，老爸无特殊情
况都是卧在热炕头上看电视，这次一
个人去了哪里呢？电话越拨不通，高
俭的心越慌乱。到了除夕那天，电话
还没打通，高俭只好拨打同村发小的
手机，请他去家里看看。

原来，是村里固话出现了线路故
障。“这个高老倔，早让他换成手机，
就是不听。”高俭默默吐槽着，但心里
松了口气。谢天谢地，老爸在家一切
安好。老爸安好，自己这里便是晴天。

高俭妈去世好多年了，村民们劝
高俭爸再找个伴儿，可他总是拒绝。
日子久了，大家送他绰号“高老倔”。

发小到了高俭家，拨通了高俭的
视频电话，同时甩出几句调侃：“你家
的高老倔，不看不知道，一看生活水
平还挺高，一个人把这小院整得还挺
热闹。”

高俭爸还真是把一个人的年，过
出了千军万马的喧嚣。只见房门上张
贴着大红对联，“光荣之家”的牌匾高

悬在门楣上，就连玉米仓、猪圈、鸡
窝都贴上了“六畜兴旺”“金鸡报晓”
等红色小条幅，几只大公鸡在引颈高
歌……发小把镜头延伸到屋里时，高
俭爸正在摆满瓜子、花生、糖果的饭
桌边，兴致勃勃地看高俭立功受奖事
迹报告会的录像，《分列式进行曲》通
过手机视频传到了高俭的耳畔……

高俭这个训练场上的硬汉子，对
着手机喊了一声“老爸”，泪水瞬间湿
润了双眼。高俭爸见状，脸色瞬间晴
转多云，“土味”教导隔着屏幕炸响：
“你麻溜地，把眼泪给我憋回去，1米 9
的大高个儿，别黏黏糊糊的。你不在
家，俺不缺人照应，年前政府送来了
好些年货。你瞅瞅，俺坐在家里，看
看你带回来的录像，听听军歌，这感
觉就好像陆海空的战士们都在陪着我
这个光荣军属过年呢，热闹得很，骄
傲得很。你只管干好你一个军人该干
的事儿，别给咱丢脸。”

自从高俭把参加阅兵的光碟和立
功事迹报告会的光碟带回家后，这两
张光碟便丰盈了高俭爸的日子。最初
几天，高俭爸常到村头拉上老哥们到
家里喝几盅，看看儿子受阅时的录
像，吹嘘一番儿子的荣耀。

邻居们听得多了，耳朵差点起茧

子，就连蒙带骗地劝高俭爸：“高老
倔，这光碟吧，是有使用寿命的，看
多了会磨损，很有可能最后没了影
像。”这可吓坏了高俭爸，他赶紧把光
碟放进盒子里，再也不敢随便喊人来
看了，只有赶上重大节日时，他才拿
出来看看。

父子俩正聊着天，一只大公鸡大
摇大摆地走进了画面，大胆地啄食桌
上的花生米。高俭爸随即抱起公鸡向
儿子介绍：“你看看，春天买回的公鸡
仔长大了，每天围着我‘喔喔’地叫。”

家里养的大公鸡，再饲养下去，
浪费粮食不长肉。高俭劝老爸趁着过
年，隔三差五杀一只改善伙食。高俭
爸却说，这几只大公鸡是他当伴儿养
的，他要等儿子回家，再杀鸡庆贺。
“老爸，我都谈恋爱了，您也找个

老伴，免得我牵挂吧。”
“你恋爱了，我更得把钱留着给

你买房子、娶媳妇。我一个人挺好，
有你的光碟和军功章陪着，心里每天
都美滋滋的。”高老倔还是一如既往
的嘴硬性子倔，宁肯把孤独思念就着
三餐咽到肚子里，也不想让儿子分
心。若是真的不孤独，怎会把大公鸡
当娃宠，又怎会整天把一首首军歌放
得震天响？

那年夏天，高俭妈突然病逝，高
俭爸从此便过上了既当爹又当妈的艰
苦岁月。少不更事的高俭正处在叛逆
期，一点儿也不省心。好不容易熬到
高俭技校毕业，高俭爸执意送他参军
入伍。

值得庆幸的是，高俭凭着一股骨
子里的倔强，不仅克服了驻地的高原
反应，新训后还被某部选为特种兵。
几年里，高俭曾连续两次荣立三等

功，并被保送某军校学习。
高俭入伍后，高俭爸便开始了一

个人的生活。如今，他的每一天都被
高俭的军功章和获奖证书充盈得幸福
满满。用他最爱的二人转语言形容就
是：“有儿子的军功章撑着，我在田
间地头干活儿，都能自个儿爆出震天
响的笑声儿，村头闲逛时，1 米 6 的
小个头，也能拔出个顶天立地的新高
度来。”

高老倔的高兴事儿
■孔昭凤

美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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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兵后第一次探亲休假即将到来
的时候，又接到一项临时紧急任务，只
好将回家日期暂时延后。那两天，父母
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知道原因后，二老既害怕打扰我，又担
心问多了我不耐烦，每次匆匆说几句就
挂断了。

任务完成后，休假报告也批准了。
得到准确消息后的那个晚上，我兴奋得
难以入睡。想来想去，我决定给父母一
个惊喜。

我将休假行程向所有亲人保密。
临行前一天，母亲还打来电话，叮嘱
我工作不要太累。但我还是从她的语
气里听出了失落。我想起在部队过第
一个春节时，妈妈当时在电话里悠悠
地说：“别人家孩子，在外读书的、打
工的都回家了，就你没有回来。”我知
道，自我离家之后，父母对我的思念
与日俱增。那种感觉，可能只有父母
能理解。

需要给爸妈带一些驻地特产吗？我
盯着行李箱想了很久，但总觉得没有太
合适的。一是因为路途实在遥远，二是
因为我平时经常给他们邮寄。正在思考
时，我瞧见了衣柜里的常服，顿时有了
想法——2年多来，他们总在电话里说
想看看我穿军装的样子。就带身军装回
家吧！取军装的过程中，我正好看见放
在柜子下面的荣誉证书和奖章，决定把
它们也带上，心想父母见了这些一定会
很高兴。装箱完毕，我心里总觉着还差
了点什么。是的，还有党徽。入伍前，
父亲曾和我说过，要向党员学习，向党
组织靠拢。入伍后，我一直没有忘记父
亲的话，一直努力学习训练，终于在义
务兵期间加入了党组织。

从驻地到老家有 3000 多公里，回
一趟家要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历时两
天。离开单位当天下午，我抵达机场。
过安检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是
否还在忙。我担心穿帮，告诉她，正有
事儿，不方便接电话。挂断前，我还特
意加了“料”：“妈，领导批准我下周回
家。”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果然欢欣雀
跃，连声道：“太好了！太好了！”而
后，她又发来微信，问我有什么想吃
的，她好提前准备。我想了想，点了故
乡的腊肉和菜豆腐。我知道，这些天应
该给母亲找点事情做，要不她定会像我
一样，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

凌晨，我抵达县城，稍作休息后，
天一亮便向 100 多公里外的老家出发。
一路上，我望着那熟悉的风景，想起家
中的父母，很多思绪涌上心头，不觉湿
了眼眶。

快到家的时候，我换上了军装，将
党徽戴在胸前。到达村里时，已是中
午。我在家的不远处，站了足有一分
钟，就想悄悄地看看父母在干什么，看
看我离家以后，他们过得好不好。

父母都在院子里，父亲站着，在说
着什么；老妈坐着，正在纳鞋垫，同样
在说着什么。其实我猜得到，无非是谈
我什么时候回来，谈我最近在和他们彼
此的电话里都说了什么，谈我发的朋友
圈……

我向他们走去，最先看见我的是父
亲。他一下子怔在了原地。大约过了几
秒，母亲也发现了我，始料未及的惊喜
让她情不自禁地将针线丢在了地上。那
一刻，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
“怦怦”地跳，立正站在他们面前。

“龟儿子！”老爸打破了沉寂，也把
他和母亲的眼泪都惹了出来。母亲来不
及擦眼泪就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连
声道：“瘦了，瘦了。”父亲依旧直直地
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回来了，爸，妈！”
在艳阳底下的院子里，父母开始听

我讲探家前后的故事。母亲一边擦着眼
泪一边说，这是她这些年来收到的最大
惊喜。父亲还有些嘴硬，说他早就猜到
我会来这一手。

微风拂来，吹乱了母亲的头发，父
亲说像鸡窝，我说像格桑花。

特
别
惊
喜

■
邹
文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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