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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感恩
30多年来，在张春喜和家人的精

心照顾下，于清平每天饮食规律、衣着
整洁。如果不是走路时拖沓和表情木
然，没有人相信他是一个患有重度精
神疾病的人。也许是对当年求学路线
再熟悉不过，他经常会离开祁家堡村
的家，走5公里的路，到达草河口镇火
车站，天黑时再原路返回家。

因担心小叔子途中缺吃少喝，张
春喜会在他出门时给挂好背包，里面
装好食品和饮用水。于清平也有趁人
不备偷偷溜走的时候，张春喜就和沿
途的商店、饭店提前打好招呼，如果见
到于清平在门口张望，就是缺吃少喝
了，他不会花钱，也不主动索要吃喝，
拜托大家多关照，他们会定期为于清
平买单。沿途的商家都敬重张春喜，
这么多年来，大家也给予了于清平更
多的关照和帮助。

倘若遇到坏天气，于清平出门未
归，张春喜夫妻就会乘坐出租车沿途
寻找。一次，于清平偷偷溜出家门，在
雨中迷了路，饿得在垃圾箱里翻出烂
水果吃，幸好有好心人发现，及时告诉
了张春喜。于清平回家就闹了肚子，
弄得屋里到处都是污秽之物。可张春
喜没有责怪于清平，一边给他换衣服，
一边心疼地说：“以后刮风下雨的时候
再别往外跑了，饿了渴了馋了，就去商
店饭店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2020年12月5日，于清平又出去溜
达了，直到天黑也不见回来。就在张春
喜夫妻焦急寻找时，有人打电话说于清
平出事了。等夫妻俩打车赶到现场时，
警车和救护车已赶到。原来，于清平被
一辆三轮车撞倒后，一对好心的小情侣
及时报了警，还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脱
下棉衣垫在于清平的头部。还有一位
好心的司机，打开车灯照明，避免了于
清平遭受二次伤害。

于清平全身多处骨折，住院期间，
医护人员给予了他格外的关爱。闻讯
从大连赶回本溪的于云破例请了长假，
陪护在三叔病床前。一家人把众多好
心人的联系方式制成了“恩人通讯录”。

“在清平遇到困难时，好心人及时
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一道道难关，这
是何等的恩情？在我们犯难时，妇联
领导、社区干部主动上门，嘘寒问暖，
分忧解难，这又是何等的温暖？我家
清平无法表达，所以我要替清平谢谢
大家，感恩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好心
人。”张春喜动情地说。

4月7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张春喜便早早起了床。为了不惊扰
正在熟睡的小叔子于清平，她轻手轻
脚走到西屋门口，小心翼翼地关好虚
掩的屋门。洒扫庭院之后，她便忙着
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近些日子，于清
平对吃的有些挑剔，早餐稍微素淡一
点儿就提不起胃口，张春喜便单独给
他炒了两个带肉的菜。

当朝阳洒满 50 平方米的小屋
时，张春喜的爱人于清阳也起床
了。他简单洗漱完毕，支好饭桌，摆
好碗筷，张春喜也做好了早餐。“给
清平倒杯开水，你先试试水温，别太
烫。”张春喜一边叮嘱爱人，一边麻
利地从厨房端起调好了温度的洗脸
水，推门走进西屋，“清平，起床洗脸

刷牙，该吃饭喽。”
于清平睁开惺忪的双眼，从被

窝里乖乖探出头，等嫂子给他洗干
净了脸，便一骨碌爬起来，自己穿好
衣服，还就势把被子给叠了。“我们
清平今天表现得真棒！”张春喜像夸
奖孩子一样表扬小叔子，并熟练地
给他刮好了胡子，然后哄着他刷牙，
再领他坐到饭桌前。

这顿早餐，于清平吃得很香，
饭量也比前些天明显增加，张春喜
脸上露出了笑容。撂下饭碗，她帮
于清平擦干净嘴角后，把他领回西
屋，顺手打开电视机并调好频道。
于清平喜欢看电视，只要他在家，
电视机便不能关闭，一个频道，他
能看上一整天。

老嫂的慈爱里凝结着一家人的孝与善
蒲美宁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文并摄

今年61岁的张春喜，是土生土
长的本溪人。从幼年直到参加工
作，她集父母、兄弟姐妹的宠爱于一
身，是个福窝里长大的姑娘。“我父
亲张景文当时是沈阳铁路局实业有
限公司祁家堡采石场的场长，母亲
是家庭妇女，不上班，在家里做菜做
饭，缝缝补补，照顾老人和 5 个孩
子。我上有俩姐姐，一个哥哥，下有
一个弟弟。因父母遵循‘穷养儿、富
养女’的古训，家人格外宠着我这个
最小的姑娘。”回忆那一段时光，张
春喜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张春喜参加
工作，先是在祁家堡采石场当了一
名一线工人，因为干活儿卖力，人也
机灵，很快被调到场里后勤服务部
门。那时候，于清阳刚刚走出铁岭
农村，到采石场上班，还是国企编
制。很快，男未婚、女未嫁的一对年
轻人，经人介绍见了面，彼此留下了
美好的印象，但在传统家庭长大的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介绍人说，等
回去征求完家长意见后再做决定。

“我媳妇那时候虽说是集体编
制，但长得漂亮着呢，还比我小一
岁。更重要的是，她和她父亲都是
场里有口皆碑的本分人，这门亲事
我们家人一致赞成，我甚至还觉得
是高攀了。”于清阳笑着说。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
错郎”，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张景
文老两口格外慎重。张春喜告诉记
者，大姐二姐找对象时，她父母可是

好一顿挑剔，可当于清阳登门时，老
两口见第一面后就爽快同意了。事
后她曾问过父母为啥急着把她交给
于清阳，老父亲嘿嘿一笑道：“别看
老爸已经退休了，但别忘了老爸曾
当过场长，能没有几个通风报信的
人？”事实上，就在介绍人开始撮合
二人时，张景文就托人提前打探好
了，回信儿的人说：“小伙子人品好，
勤劳善良，值得托付终身。”

张春喜要嫁给于清阳的消息在
采石场里传开后，有人善意提醒张
春喜，于清阳有个弟弟好像有精神
疾病的前兆，将来可能是个累赘。
但张春喜笑着说：“只要于清阳对我
好，我愿意和他一起照顾他弟弟，再
苦再累也不后悔。”

婚礼简单朴素，一对有情人
终成眷属，家就安在了本溪满族
自治县草河口镇祁家堡村。当浓
情蜜意归于柴米油盐后，张春喜
渐渐发现，对于婆家老老少少一
大家人，她要付出的远比预想的
更加沉重。

于清阳告诉记者，“那时候，我妈
妈已去世多年，哥哥于清霸、姐姐于
清香刚成家不久，均自顾不暇，年迈
多病的父亲于俊洪和刚刚确诊患有
精神疾病的弟弟只能靠我和张春喜
接过来照顾。好在岳父岳母都是善
良人，不仅没有阻拦，还多次叮嘱张
春喜要担起照顾一老一少的责任。
我媳妇进了于家门就成了最劳累的
人，这么多年总觉得委屈了她。”

漂亮姑娘嫁给好人品的小伙儿

张春喜觉得，再苦再累都是自
己的分内事。公爹于俊洪多年来
既当爹又当娘，有口好吃的都留给
了子女，落下了严重的胃肠疾病，张
春喜就换着花样给他做面食吃，菜
也尽可能做得烂糊点儿。最初那
些年，她每顿饭都要分成三样做：公
爹的面食，小叔子爱吃的米饭和炒
菜，最后才是自己和爱人的粗茶淡
饭。在张春喜的精心照顾下，于俊
洪的老毛病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就在一家人四处求医问药为
于清平医治时，2010 年，于清霸不
幸患上癌症。为了照顾女儿出
嫁、孤身一人的大伯哥，张春喜二
话不说，主动把他接到家里，喂饭
喂药，精心护理，直到于清霸去
世。一年后，遭受老年丧子之痛
的于俊洪在弥留之际，拉着儿媳
张春喜的手说：“这些年苦了你，
没有你，我活不到 88 岁高龄。我
走后，你还要继续受累照顾清平
啊，爹拜托你了。”

即使没有公爹的临终嘱托，张

春喜也早就做好了一辈子照顾小
叔子的准备。她说：“我自幼就受
教于父母定下的‘百善孝为先，善
良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家训，并
看到父母尽心尽力赡养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那些美德早已融进我的
血液里，成为生命的重要一部分。
与其说我是个称职的儿媳、老嫂，
倒不如说是全家人的孝与善，给了
我慈爱的动力。”

于清阳逢人就会夸赞媳妇张
春喜，说她是于家的顶梁柱、全家
人的主心骨。尤其是对待弟弟于
清平，张春喜是慈爱的“嫂娘”。
记得和张春喜刚处对象那会儿，
于清平才发病，一个正读高三、学
习成绩优异的小伙子，常常莫名
其妙地头痛失态，连书都没法再
读下去。起初怀疑于清平脑袋里
长了什么东西，张春喜就带着他
去 各 家 医 院 求 医 ，但 没 找 出 病
根。后来医生建议他们去专业的
精神疾病医院检查，刚嫁过门的
张春喜就和丈夫一起带小叔子赶

往位于铁岭开原的辽宁省精神卫
生中心。尽管确诊结果让一家人
悲伤，但张春喜仍然没有轻言放
弃，又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送于
清平去精神疾病医院住院治疗。

于清阳告诉记者，于清平发病
后的十年间，他和张春喜两人的工
资基本上到月中就见底了。他这
个当哥哥的一度想过放弃给弟弟
治疗，但张春喜说啥也不同意，直到
医生出面劝她，她才接受这个现实。

望着神情木然、再也无法正常
交流的小叔子，张春喜泪流满面，

“嫂子没法把你治好，今后就把你
当孩子抚养吧。”她这么说，也这么
做到了。

于清阳告诉记者，1984 年，他
们的儿子于云出生了，相比之下，
孩子享受的母爱远不如他三叔
多，因为张春喜有言在先，“儿子
会慢慢长大成人，可清平是永远
长不大的孩子，家里有好吃好喝
的，不能可着儿子先来，而是必须
先让给清平。”

把患病小叔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于云小时候常常因妈妈偏心三
叔而好奇、发问，每当这时，张春喜不
是正面回答问题，而是给于云讲述孝
老爱亲的家庭故事，希望儿子明白，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无法弥补
的遗憾。她还教育于云，“做人要有
颗善良的心，只有及时尽孝尽善，将
来才不至于后悔。你三叔曾经是前
途可期的优秀高中生，现在因病变成
了这样，我们就应该善待他，只有这
样做，妈妈将来才不留遗憾，爸爸也
不会后悔，等你长大了，也不会因为

跟三叔争宠而追悔莫及。”
懵懂年纪的于云像是听懂了母亲

的话，此后，他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玩的
东西，都主动让给三叔，叔侄俩的感情
与日俱深。

在父母的影响下，于云无论是读
警校期间还是成为一名警察后，都始
终保持正直善良的本色。一次，身为
大连市公安局金普新区分局巡特警大
队副队长的于云，在处理一起传销案
件时，见到一个被骗得已光脚赤膊、还
患上了病的南方小伙儿实在可怜，就

主动给他买了衣服鞋子，还帮他去医
院治好了病。事后，这个小伙儿认于
云做了哥哥，经常打电话汇报自己的
情况，并邀请于云去他的家乡游玩。

于云在工作中，每遇老人碰到难
心事，总能想到自己的三叔。他觉得，
那些老人和三叔一样，都是自己的亲
人，帮助他们，照顾他们，是自己不可
推卸的责任。

在婆婆张春喜的影响下，儿媳
付玉格外贤惠，她逢年过节总会央
求 公 婆 带 三 叔 去 大 连 家 中 住 些 日

子，变着法儿地给公婆和三叔做可
口的饭菜，买应季的服装鞋袜。于
清霸去世后，他的女儿于艳艳把张
春喜视为母亲，隔
一 段 时 间 就 回 家
看看，每次都给老
人 带 来 大 包 小 裹
的 礼 物 。 这 个 温
馨的家庭，先后获
评 本 溪“ 最 美 家
庭”和辽宁“最美
家庭”。

忠厚传家的“最美家庭”儿善媳贤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草河口镇，传颂
着一个“老嫂比母，小叔子似儿”的感人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春喜，她
30多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照顾患有精

神疾病的小叔子，成为当地有口皆碑的道德榜样。
走进这个充满浓浓亲情的小家，聆听张春喜和周围
的人讲述亲情背后的故事，让人平添敬意与感动，
因为在老嫂的慈爱里，凝结着一家人的孝与善。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张春喜在给患病的小叔子刮胡子。

张春喜、于清平、于清阳（从左至右）在家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