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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中
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为发扬光大中
华民族的传统家庭美德， 促进家庭和
睦， 为推进首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更好地动员首都职工广泛参与
家庭文明建设， 营造向上向善、 诚信
互助的社会风尚，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和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
会开展了2018年北京职工 “幸福家庭”
评选活动。 最终， 100户职工家庭获得
了 “北京职工 ‘幸福家庭’” 称号。 近
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六户幸福
家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幸福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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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冯科明家庭
工会办的集体婚礼
让我走进幸福生活

学霸家庭快乐多
□本报记者 张江艳

于克飞家庭

马上就到结婚30周年了， 但冯科明依然清晰
的记得结婚场景。 “1989年我们参加了单位举办
的集体婚礼， 单位的党组织、 工会、 同事都送来
了祝福， 现场热闹极了。” 说起30年前的事， 冯科
明似乎 “返老还童” 了， 变回了当年的小伙子。

冯科明是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所属的北京
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和
岩土专业院总工程师。 面对工作， 他一腔热血、
用责任心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由于岩土工程自
身的特点， 无论是工程勘察、 岩土工程设计及咨
询、 岩土工程施工及监理， 都必须深入施工第一
线， 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生产出符合实际
的产品。 因此经常出差甚至出国， 加班加点工作
是常态， 对此他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他总说 “这
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面对生活， 他有一份
孝心， 用爱温暖着家人。 尽管工作忙， 但是忙却
不曾阻隔他对妻子、 父母、 儿子那无限的爱。 一
包糖果、 一束鲜花、 哪怕是一个微信红包， 无时
无刻表达着他对家人的爱。

在冯科明看来， 夫妻就像 “人” 字。 “男人
是一撇， 为家庭遮风挡雨； 女人就是一捺， 在背
后默默支持着男人。” 冯科明笑着说。 总结30年的
婚姻之路， 冯科明认为相互信任、 懂得欣赏赞美
彼此、 巧用节日制造浪漫、 男同志多为女人着想、
陪伴或一起旅行很重要、涉猎对方专业增进交流语
言，这几点很重要。

工作中， 冯科明经常出差， 但是他每到一地
都会第一时间给妻子打电话， 报个平安； 结束一
天的工作时， 只要晚上不超过10点钟， 他还会跟
妻子聊上几句。 “简单的几个路上见闻， 就能成
为我们夫妻的很好话题。”

除此之外， 每次出差冯科明都不忘给家人带
“礼物”。 冯科明的礼物很简单， 就是路上碰见什
么就买什么， 但是这种分享却给家人带来无限乐
趣。 就拿前几天来说， 从海南出差归来的冯科明
给家人带的礼物是榴莲和芒果， 结果被妻子戏称
为 “流氓组合”， 惹得大家笑了好一会儿。

由于岳母患上了小脑萎缩， 为了更好地照顾
岳母， 2018年， 爱人决定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 ，
提前享受内退政策， 把岳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
如今家里有85岁的老父亲， 80岁的岳母两位老人。
夫妻俩把他们分别看作是 “一个5岁、 一个3岁的
儿童” 来照顾和管理， 平时爱人带他们散步， 下
班后陪他们聊天……

冯科明深知照顾两位老人不容易， 下班回到
家都会主动承担一些家务， 还会耐心地听妻子的
唠叨。 “妻子一天都在家，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回来就当她的 ‘垃圾桶’， 有什么就跟我说说，
让妻子放松一下。” 冯科明笑着说。

幸福秘笈： 爱和信任作基础， 深度沟
通是桥梁， 责任义务共担当。

于克飞一家， 是大家公认的 “学霸家庭”。
男主人， 于克飞，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员工，

高级工程师 ， 北大光华MBA学位 ； 女主人 ， 张
梅， 继保研发部技术支持， 高级工程师， 清华电
机系研究生毕业； 独生女于子涵， 迎春杯奥数竞
赛一等奖 、 校三好 ， 区三好 ， 是同学口中的小
“学霸”。

一家三口都是学霸， 难道他们平时只是工作
狂， 学习狂？ 还真不是， 熟悉于克飞一家的人 ，
都被他们和谐、 快乐的家庭氛围感染着。 其实，
爱学习、 会生活， 才是这家人的幸福日常。

于克飞先后在供电公司电费、 营销、 安监、
运检多个岗位工作。 干什么， 钻什么， 他先后取
得电费抄核收技师， 营销高级技师， 电力电缆技
师。 尤其在最近， 他在工作中研制的 “配电电缆
弯曲半径规尺”， 被命名为 “于克飞规尺”， 在北
京公司推广应用。

上班是工作标兵， 下班后于克飞就变身家里
的 “大医生”。 十几年前， 他就开始研究 “养生”。
那时父亲得了糖尿病， 他就研究各种治疗方案，
绘制各类记录血糖、 血压的表格， 就连医生都夸
他专业。 他还研究中医穴位贴敷、 按摩， 老妈哪
儿不舒服， 按摩、 拔罐、 泥灸， 立即到位。

爱人张梅也是业务能手， 虽然有清华的招牌，
她毕业后也一点没放松学习， 做了十几年技术支
持， 随着技术不断更新， 她还忙里偷闲， 自学了
Linux、 Oracle等相关系统。 她还是持家好手。 工
作之余， 她参加了正面管教父母课堂、 卓越父母
专业课， 在家里召开 “家庭会议” 增进沟通、 设

立 “鼓励树” 鼓励发现别人的优点， 把学到的知
识应用到家庭中， 让一家人和睦温暖、 其乐融融。

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也好学认真。 每天放学
后，于子涵都会先做作业，自己通过网络上英语课。
老师教会复原三阶魔方，孩子勤学苦练，复原时间
最快45秒，又自己琢磨会了二阶、 异形魔方的复原
方法。 周末， 她还坚持学习软笔书法， 父亲节写
的 “父爱如山”， 让爸爸感到了温暖的小幸福。

一家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比如看书。 “我
和爱人平时在家有空就会看喜欢的书，比如科幻类
的、推理小说还有历史类等等。我们在看书，孩子自
然而然地也跟着看，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孩子
也特别喜欢阅读，而且涉及的书籍的题材很广泛。”
于克飞说，有时候还会和爱人、孩子一起讨论书里
的情节，一家人在一起看书的感觉特别好。

除了看书， 他们一家人还有很多生活小乐趣。
于克飞说，他们一家人平时喜欢逛逛公园，参观博
物馆，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家里的爷爷奶奶也非常
会生活，他们七十多岁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和远
方的孙子、外甥女微信、视频。 爷爷还自己做葡萄
酒、桑椹酒，奶奶则学会了做匹萨、 纳豆和酸奶。

谈起家庭幸福的秘诀，于克飞说，“幸福从接纳
开始。”他认为，对家人要多理解和包容，“爱家人就
要爱他们本来的样子，多看事情积极的一面，少抱
怨。 你快乐了，家庭其他成员自然也更快乐。”

幸福秘笈： 幸福从接纳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