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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本报记者 马超

金香莲家庭

幸福秘笈： 这就是我的家庭， 没有大富大贵， 没有大起大落，
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 每天过着简单、 平凡的生
活， 日复一日。

“我们是一个北漂家庭， 我祖籍
吉林珲春， 我老公祖籍安徽合肥。 我
老公比我年长几岁， 从事互联网工作，
我目前在BMP做费用会计。 我们在相
恋3年后于2015年5月领证结婚， 次年3
月， 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 从此， 我
们便过上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幸福家庭
生活。” 北京现代摩比斯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财经部出纳金香莲说。

金香莲2011年毕业， 同年入职于
北汽集团旗下鹏龙公司下属企业北京
现代摩比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简称
BMP） 从事财务工作 ， 在BMP的七
年 ， 逢年过节会收到北汽集团工会 、
鹏龙工会及BMP工会带来的暖心节日
慰问， 每个 “三八妇女节” 都会体验
属于女职工的专享 “女神服务”， 从北
汽集团到北汽鹏龙再到BMP， 她切身
感受到企业对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 ，
非常感谢北汽集团工会为大家创建了
“心灵之家”， 在集团工会领导下， 集
团女工委的关心和支持下， 她从懵懂
小女孩， 到结婚生子， 成长为优秀的
女人， 她在北汽集团， 在BMP度过了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金香莲在西南三环租了一个100平
米的房子， 孩子的爷爷奶奶跟他们一

起住， 平时他们上班， 爷爷奶奶帮着
看孩子。 孩子的两个姑姑、 两个表叔
都在附近小区居住。 每到周末， 便是
家庭聚会日。 相聚， 孩子们撒欢、 嬉
戏 ， 会做饭的聚在厨房择菜 、 帮厨 ，
其余人在客厅里看电视、 说话， 表叔
们更喜欢低着头打手机游戏， 一派祥
和， 其乐融融。

北漂， 异乡， 日常生活能有此番
景象实属不易。 金香莲老公在他家及
家族是老大， 毕业后便来京闯荡， 经
过N次淬炼、 洗礼， 才算正儿八经的
踏上互联网行业， 经过很多年的积累，
目前小有建树。 前些年， 比他小的弟
弟妹妹们还在读书 。 金香莲相恋时 ，
正赶上老公弟弟妹妹们陆续大学毕业。

每当有弟弟妹妹们毕业时， 金香
莲一家就会发动身边的同学、 同事等
熟人帮着找就业机会， 经过一番番努
力， 将收集到的机会统一整理、 分析，
认真帮助他们选行业、 选单位， 最终
他们从各地高校心怀梦想踏上北上的
动车 。 北京的房租 、 消费成本较高 ，
刚毕业的他们无力应付， 金香莲一家
便主动邀请他们入住金香莲家， 刚开
始金香莲租的两居不大， 便在客厅增
加了上下铺。 在他们去新单位报到前

夕， 金香莲夫妻教他们工作注意事项、
科学使用办公设备、 日常工作软件使
用等。 孩子的爷爷奶奶， 在家给大伙
做饭、 洗衣服、 收拾房间， 给金香莲
夫妻搞定生活的大后方。 就这样， 他
们开始实习 、 工作 ， 边学习边适应 ，
然后完全胜任工作， 直到他们小有积
蓄， 才独立出去租房、 生活。 “他们
中最长的跟我们住了一年， 最短的也
有三个月， 每当他们搬出去时， 我们
既喜悦又不舍， 喜悦是因为他们的成
长， 不舍是因为我们一起面对过困难
及血浓于水。” 金香莲说。

金香莲一家也于2年前搬离了那个
小两居。 短短几年， 他们在各自工作
领域快速成长， 人均工资已过万， 佼
佼者还拿到了公司奖励的不菲期权 。
两年前金香莲生孩子， 在医院住了36
小时待产， 除了兴奋、 期待， 内心无
比恐惧、 焦虑， 一次次的产前阵痛规
律袭来， 痛得金香莲怀疑人生， 尽管
如此， 可身体就是无法满足自产条件，

金香莲老公及弟弟妹妹们等亲人轮流
在医院陪、 守护着她， 嘘寒问暖， 喂
汤送饭， 他们个个眼睛通红， 焦虑不
亚于金香莲这个准产妇。 在历经36小
时的难产时光后， 金香莲已虚弱得奄
奄一息， 在大夫的建议下， 她只能选
择刨腹产。 那时， 她只想尽快结束这
“非人受” 的礼遇。 金香莲从自产室被
推出来时蜷缩一团， 瑟瑟发抖， 泪流
满面， 连呻吟都变成了痛苦的腹语。

“好在乌云遮不住太阳， 在手术
室剖腹产顺利， 当医生抱着孩子亲吻
我的脸时， 我泪流满面， 孩子第一声
啼哭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我被推
出手术室时， 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迎
接我和孩子， 并嘘寒问暖， 帮我掖被
子， 捋头发， 擦眼泪， 顿时我忘记了
刚历经的痛苦与恐惧、 忘记了是深处
异乡， 我热泪盈眶。” 金香莲说。

金香莲感叹地说： “我想， 哪里
有爱， 哪里就是家， 他们在哪里， 哪
里就是故乡。”

提起自己的家庭， 66岁的赵宝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她说： “我的
家庭很幸福， 一家八口人总是笑语不
断。 在外人眼里， 像我们这样的大家
庭关系相处起来一定会很难， 但事实
上， 我们从不吵架， 家庭成员之间都
很体贴， 也相互理解， 我们一大家人
和睦相处， 聚在一起时的情景， 真的
是其乐融融……” 说起家里的温馨事
儿， 赵宝君内心深处的幸福与激动溢
于言表。

家庭生活是一首锅碗瓢盆交响曲，
俗话说， 牙齿和舌头在一起久了还有
磕磕碰碰的时候， 赵宝君一家怎么就
相处的这么和谐融洽呢 ？ 赵宝君说 ：
“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 ， 孝道至关重
要， 只有孝才有和。”

1980年， 赵宝君和丈夫崔家琪组
成家庭， 至今已有39个年头。 街坊邻
居敬佩的是赵宝君从来没有与公婆红
过脸、 吵过嘴， 也没有跟丈夫、 自己
的兄弟姊妹闹过矛盾。 最令人感动的，
是他们夫妇二人与自己的公婆根本没
有分开过。 他们几口人一直生活在同
一个屋檐下， 融为了一体。 赵宝君将
何为一名好儿媳进行了完美诠释。

家住在房山区拱辰街道一街第二
社区的赵宝君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 ，

与丈夫崔家琪结婚后， 一直老实本分，
勤俭持家， 日子过得简单而幸福。 也
正因赵宝君优秀的品行， 嫁到公婆家
多年， 一直受到公婆及所有家人的喜
欢， 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在生活中， 赵宝君总是抢着洗衣
做饭， 总是抢着为公婆忙家务， 不愿
让公婆跟着她和丈夫受苦。 都说婆媳
关系不好搞， 然而赵宝君与婆婆多少
年来一直和睦相处， 全家人生活幸福
而美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99年， 赵
宝君的娘家父亲查出肺癌晚期。 “听
到这个消息， 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
过， 但是在父母面前我又不能表现出
来， 当时弟弟妹妹都要上班， 无法照
顾父亲， 所以就由我来照顾生病的父
亲。” 赵宝君坦言， 当时婆婆年龄也大
了， 孩子又都小， 为了缓解家庭的生
活压力， 应对生活中一些意想不到的
经济支出， 分担丈夫的负担， 她在家
里开了一个小卖铺， 一边赚钱维持家
用， 一边照顾病中的父亲。 父亲大小
便不能自理， 赵宝君总是耐心地照顾，
父亲有腿疼的毛病， 她一有空就会给
父亲揉腿、 按摩， 就连医院的医护人
员都因赵宝君悉心照顾老父亲而深受
感动。

后来赵宝君的父亲母亲先后去世，
她也因此陷入无休止的悲痛之中不能
自拔。 由于心情压抑， 自己不能正确
排解， 赵宝君又被诊断出结肠癌晚期，
可谓祸不单行。 但经过手术和后期调
养， 赵宝君与死神擦肩而过。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04年， 88岁
的婆婆突患疾病卧床不起， 丧失了生
活自理能力。 赵宝君特别伤心， 并主
动将照顾婆婆的事一个人承担。 端屎、
端尿、 洗衣、 做饭……家里家外， 所
有一切都是赵宝君一人。 婆婆重病期
间， 为了让老人能够更多地吃到新鲜
的水果， 赵宝君几乎跑遍了水果市场，
一些南方水果和反季节水果价格通常
都比较贵， 但为了能让婆婆品尝一口，
她都不惜买回来， 老人牙口不好， 她
就想办法把水果切成小块， 用汤勺亲
自喂婆婆吃。 但因老人年事已高， 身
体状况差， 病情严重， 经过医治， 还
是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我

们的一言一行时刻影响着孩子们， 给
他们做出榜样， 现在他们长大了， 有
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赵宝君说。

家庭 环 境 能 够 塑 造 人 的 品 格 ，
赵宝君的为人处世也影响着女儿和
儿子的成长， 和睦的家庭气氛为女
儿和儿子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 。 令 赵 宝 君 感 到 骄 傲 和 自 豪 的
是 ， 女儿儿子品学兼优， 女儿是一名
人民教师， 儿子在国企工作， 目前都
已成家立业。

现在， 赵宝君不仅是岳母和婆婆，
也是姥姥和奶奶， 生命的延续让赵宝
君经历着不同的角色， 怎么做好这个
角色是家庭和睦的关键。 “我们每个
人都要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 并含辛
如苦把我们养育成人， 我们就应该用
爱来回报他们。 我们更要感恩生活在
这个伟大的时代， 生活在繁荣富强的
中国 ，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感恩之中 ，
生活在爱中， 我觉得任何家庭矛盾都
能解决。”

用孝道谱写家庭和睦幸福歌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赵宝君家庭

幸福秘笈： 为人媳， 孝敬父母； 为人妻， 家庭和睦； 为人母，
儿孝女贤。 “百善孝为先” ,和睦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孝亲敬老更是儿女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