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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恩

核心
提示

5月 15日，一部取材于全国“最美孝心少
年”、盖州女孩迟凯琳和她生父继母真实故事的
电影《向爱而生》正式公映。现实中，年幼的凯

琳在母亲意外身故、父亲重伤致残、姐姐失明、爷爷奶奶患
病卧床等变故面前，用瘦弱的身躯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
家。而后，继母田微走入这个家庭，成为凯琳可以依靠的
肩膀。在田微坚韧、乐观精神的感染下，全家人奋勇搏击，
终于走出了那段“最苦难的时光”。

车在连绵山间穿梭，翠绿掩窗闪过。一个多小时后，在营口盖州
市梁屯镇旺兴仁村的一条山沟拐上土路，土路尽头，半山腰上有一座
孤零零的房子，便是全国“最美孝心少年”迟凯琳的家。

这条路，一端连着凯琳努力读书走出大山的希望，一端连着她对
家人深深的牵挂。在城里念高二的凯琳，只有学校放假超过3天的
时候才能回家。每每回家，她最紧要的事是帮田姨分担家务和农活。

5月8日午后，沿着这条路，记者来到凯琳的家。山坡上，苹果树
花开正盛，簇簇白色的花朵与嫩绿的叶子，将山沟打扮得生机勃勃。

凯琳嘴里的“我姨”田微，正在给苹果树稀花。她从树林中乐呵呵
地迎身出来，对着大山划了一个直角，“我刚来时，就房前屋后有五六
百棵苹果树，现在这一大片山我都给栽上了，有6000多棵果树呢。”

这是一个被村邻公认的由女人撑起的家，而家的主角便是田
微。8年里，她用自己的坚韧、乐观，带领一家人走出阴霾，书写了一
段向爱而生的故事。

电影《向爱而生》背后的家庭故事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曲 宏

“我最初的确是被这两个小姑
娘牵住了心。”田微袒露心扉，当初
嫁进迟家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就
是单纯地想帮他们撑起这个家，让
两个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田微记得一个细节，在自己尚
未过门时，凯琳就特别黏她。不管
她当时和谁坐在一起，凯琳都会挤
过来，紧贴着她才行。

但生活并非童话，这个因爱而生
的家庭，在启动之时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困难。结婚次年，田微为迟广德生
下儿子，丈夫拄拐不能下地干活，两
个女儿一个失明一个年幼，公婆时常
需要看病吃药……一家老小七口人
的生活，重重地压在田微的肩上。

“当时村里流言特别多，没人相
信我能在这么穷的家待得久。我想
也许生个孩子就没人再说啥了吧，

就这样才生下儿子。”田微说道。
田微的辛苦，凯琳看在眼里，疼

在心上。凯琳回忆，那时弟弟小，爱
哭爱闹，田姨把弟弟哄睡后戴上头
灯下地干活，经常半夜才回来，早上
5 点又出了门。打那以后，凯琳主
动照顾弟弟，干各种家务活儿，以便
田姨出门干活更放心。

2012 年，经好心人帮助，凯玉
来到沈阳市盲人学校学习。她努力
学习，表现优异，甚至跳了一级。

有一年，田微领着凯玉、抱着儿
子坐车进城，同车的一个老太太问田
微：“妹子，你这抱的是孙子还是外孙
啊？”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凯玉，虽然看
不见，但她知道这些年的操劳，让田
微过早地衰老了。后来，凯玉努力挣
了一点儿钱，买了一套化妆品送给田
微。田微当时眼窝一热，把凯玉拉进

怀里说：“孩子，田姨知道你的好，你
看我每天在地里干活也用不上，我们
把它退了，把钱留给你爸爸手术用。”
凯玉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

田微说：“凯玉是个聪明的孩子，
帮家里干活时，只要有人把她领到
苹果树下，她一天能摸着果套 1600
个袋子；收地瓜时，一垄地过去，她
连大拇指粗的地瓜都不会落一个。
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两个小姑娘在田微的朝夕相伴
下慢慢长大。今年夏天，凯玉就要
从盲校毕业，目前正在备战全国残
疾人运动会女子乒乓球比赛；凯琳
也在校园中为自己的大学梦想而努
力拼搏。

田微说：“两个女儿真像两个小
棉袄，让人安心知足。和她们在一
起，我们家苦尽甘来的日子不远了。”

两个贴心的“小棉袄”

这些年来，两个女儿积极上进，
获得很多荣誉，无疑是田微最大的
骄傲。为了向记者展示两个女儿的
优秀，田微搬出一个大纸箱，把她这
些年精心收集的几十个获奖证书、
奖章铺在炕上。其中3个沉甸甸的
国家级获奖证书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即凯琳获评全国“最美孝心少
年”，凯玉获得全国残运会女子乒乓
球比赛单打第二名，田微家庭获评
全国“最美家庭”。每个获奖证书都
有一个故事，背后凝结着这家人携
手共进时不屈的汗水，还有被认同
时流下的幸福满足的泪水。

凯玉说，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后，
本来就比较含蓄的一家人，每个人都
把事压在心上，闷头过日子。田姨来
了以后，家里不时会有她的笑声，特别
有感染力，“现在家里的气氛大不一样
了，奶奶整天乐呵呵，爷爷没事就开个
玩笑，爸爸也不再唉声叹气了。”

凯琳告诉记者，正值青春期的

姐姐失明之初很少出门，情绪不好，
田姨来后，经常领她出去走走，有坡
有坎不时提醒。姐姐初学盲文时，
田姨经常陪着练习，字被摸平后，她
第一时间用针帮着挑好，“那一刻，
我心里就把她当妈妈了。”

迟家祖孙三代，都认为是田微
给这个家带来了精气神儿，鼓舞着
大家勇敢朝前走。

在盲校里，凯玉偶然听说有学
长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名次靠前
获得不菲的奖金。为了帮助家里减
轻负担，她找到学校乒乓球教练，软
磨硬泡要学打乒乓球。宋宝芹是凯
玉的教练，她说：“论身体素质，迟凯
玉不是练体育的料，但她那股能吃
苦的劲儿，一般人比不了。一次，她
指甲缝里扎进一根木刺，在医务室
挑了半个小时，没嚷一声疼。”

凭着不服输的劲头，2015年，年
仅16岁的凯玉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上，获得了女子单打第五名的成绩。

而在盖州老家，凯琳入读高中
住校后，学习任务繁重，只有节假日
时才能回家，一想到不能帮田姨分
担家务和农活，她很着急。凯琳非
常节省，因为她知道“田姨挣钱太辛
苦”。一天，田微去学校参加家长
会，发现唯独凯琳的校服泛白发旧，
细打听才知道，别的同学都是一年
一换，而凯琳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始终没有张过口。

“我姨和我爸结婚7年，她没添
过一件新衣服，而每次从爱心人士
送来的旧衣服中挑选衣服时，她都
非常开心。她才30多岁，也是爱美
的年龄，可家里条件不好，亏欠她太
多了。”凯琳说。

这些年，田微获得过营口“最美
女性”、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6年，她和凯琳同获“辽宁好人”
荣誉，并同台受奖，成为一段佳话。田
微说：“我婚后有个‘十年计划’，就是把
债还完，相信下个十年会越来越好。”

三个沉甸甸的获奖证书

迟广德是村里少有的能人，他
14 岁便能张罗盖起自家的新房，17
岁在干旱少雨的山上挖了一个水窖，
让屯里的几户人家吃上了“自来水”。

在 2010 年 以 前 ，迟 家 非 常 平
顺。迟广德夫妇和父母、两个女儿住
在一起，六口之家过着平凡的日子。
然而，接踵而至的厄运，很快就将这
个小康之家推到了破碎的边缘。

2010 年，迟广德正在上学的大
女儿迟凯玉，总感觉眼睛蒙着一层褐
色的东西。迟广德带着凯玉转辗沈
阳、北京等地的大医院检查治疗，最
终诊断为葡萄膜炎渗漏综合征。为
了给凯玉治病，家里的积蓄和借来的
3万元钱很快就花光了。

不久，迟广德和妻子驾驶农用车
遭遇交通事故，妻子当场身亡，自己
左侧肋骨全部骨折，左股骨粉碎性骨
折。在医院抢救 21 天后，迟广德落
下残疾，需要拄双拐才能走路。而他
刚出院不久，老父亲小脑萎缩加重瘫
在炕上，患癌的母亲需要治疗……

遭遇一连串变故，迟广德家已负
债累累，再无钱继续给凯玉治疗眼
睛，终致其彻底失明。

2011 年 5 月 20 日，迟广德在营
口大石桥市的一场庙会上祈福，想到
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忍不住声泪俱
下。23岁的田微从迟广德身旁经过
时，递了一张纸巾给迟广德擦泪。

“我想哪有这么可怜的人，一度
以为他是编故事乞讨。后来和姐姐

在面馆就餐时，他正好也过来吃面，
因为姐姐正好和他一个村，我才知道
他不是装惨。”田微回忆说。

从那以后，在城里务工的田微每
次到姐姐家串门，便会和邻居、志愿
者一起去迟广德家的地里干活，春天
帮着给苹果稀花，夏天给苹果套袋，
秋天帮着摘果。至今，田微仍记得第
一次走进迟广德家的情形：7岁的凯
琳不及她腰高，瘦小的孩子夹着捆柴
火进屋，双手抓着锅盖将它一点点挪
开，然后放到地上，“当时心酸得不
行，这么小的孩子却要撑起一个家。
我马上帮她做起饭来，临走时把电话
号码留给她，让她有事就找我。”

与迟广德一家接触越深，田微越
放不下对这一家人的牵挂，来他家帮忙
干活的频率也越高。为了能名正言顺
地照顾这个家，田微冒出一个大胆的想
法，就是嫁给大自己15岁且负债累累
的迟广德。她的想法遭到父母的激烈
反对，母亲甚至提出断绝母女关系，但
仍然没能阻挡田微的决定。

2012年11月6日，田微和迟广德
登记结婚。“没有彩礼，嫁过去就背上
20万元外债，别人说我傻，我认了。”田
微说。出嫁那天，田微的母亲哭成泪
人，堵住门不放田微走，田微的弟弟跪
求母亲，才成全了姐姐完成婚礼。

“婚后的前三年，我和母亲的关
系始终没有缓和。偶然在集上遇到
母亲，我都会躲着走，不想让她看到
我过得不好。”田微眼中闪过泪光。

一张纸巾结下的情缘

迟广德、田微夫妇与三个孩子合影（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田微、迟凯琳、迟凯玉、迟广德）。（采访对象供图）

迟凯玉同男队员一起进行乒乓球训练。 本报记者 曲 宏 摄

今天，取材于全国“最美孝心
少年”、盖州女孩迟凯琳和她生父
继母真实故事的电影《向爱而生》
首先在营口正式公映。

电影在盖州市老爷庙村拍摄
期间，迟广德、田微夫妻俩和孩子
们曾两度受邀到现场“观摩指
导”，触景生情，一家人都忍不住
流下泪水。

迟广德说：“电影基本重现了
我的生活经历，可能是因为剧情
需要，债主上门催债的那部分有
夸大成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
们得到不少村邻、志愿者团队、爱
心人士的帮助，这是我们家坚持
下来的重要支撑力量，我们一直
心存感恩。”

田微感受更深，她告诉记者，
每到苹果采摘季，村民们常常过
来主动询问她家哪天摘果，而后
放下自家的活儿，先来帮她摘苹
果，从来不等她主动求人。由于
住处偏远，爱心人士经常帮助田
微找销路卖苹果。

有一天，田微正在家里干活
儿，院子里“突突突”开进来一辆
三轮车。驾车男子从车上赶下一
公三母 4 只羊送给田微，让田微
养羊脱贫。原来，这名男子偶然
得知田微家的事，并被田微的精
神所感动，从几十公里外的另一
个乡镇赶来。他不容田微道谢，
留下“妹子，加油”一句话，便挥手
驾车离去。如今，4 只羊经繁殖
已变成14只。

老爷庙村村民富吉安说：“电
影在我们村拍摄时，我去看热闹没
太大感受，电影试影时，我在电影
院里没忍住，哭得稀里哗啦。我本
来算是挺坚强的一个人，真没想到
离我们不远还有这样的人和事。
啥也不说了，等她家果子熟了，就
组织亲朋上她家多买些苹果。”

2016年，迟广德和田微双双加
入梁屯镇佳顺公益组织，不时参加
一些扶贫助困活动。迟广德还签下
人体器官捐献协议，“受到过那么多
恩惠，我想用这种方式回报社会。”

2017 年，在医疗机构和公益
组织的资助下，迟广德更换了左
侧股骨头，终于能扔掉双拐走路
了。5元、10元、20元……凯琳认
真地把每一笔捐款记录下来，她
说自己有能力时，想以父亲的名
义还上这份爱心。

凯玉在一次全国性比赛中获
奖，得到了 1.6 万元奖金，这是她
有生以来挣钱最多的一笔收入。
她把1.5万元交给田微，留下1000
元钱购买小礼物感谢老师和陪练
学长，最后留下犒劳自己的只是
几包方便面。老师这样评价凯
玉：“这样的好孩子实属罕见。”

凯玉规划着，今年毕业后自
己要开一家网店，帮家里卖苹果，
同时想开按摩店，早点帮家里还
清债务。她和妹妹凯琳约定，自
食其力后，要从田姨手中接过照
顾全家人的担子，让田姨轻松过
过好日子。

田微透露，自己的“十年计划”
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还清家里所有
外债后，想邀请帮助过自己的好心
人，到苹果园来采摘品尝。她对在
剩下的3年内还完欠债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