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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6月2日上午，阜新市彰
武县大四家子镇的一家肉菜
店里，郭丽华和丈夫汤树明
在忙着招呼客人。

为了保证蔬菜新鲜，每
天凌晨 1 点半，夫妻俩便会
起床，开车到60公里外的县
城批发蔬菜，而后为订菜的
单位送菜、卸菜。忙碌完这
些回到家后,他们又开始张
罗开店。趁着客人不多的时

候，汤树明会补个觉，下午再
去农村收购生猪，然后将猪
送到屠宰场宰杀，把猪肉带
回到家，一般都到晚上七八
点钟了。

这样忙碌的生活，夫妻
俩已经坚持了多年。正是靠
着这股拼劲儿，他们带领这
个重组家庭摆脱了初时的窘
迫，过上了好日子，成为乡邻
眼中公认的幸福人家。

带着公婆改嫁 她和丈夫用爱撑起九口之家
本报记者 胡海林

郭丽华是土生土长的大四家子
镇扎兰村人，22 岁那年，经人介绍
认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一年后他
们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郭
丽华一直和公婆生活在一起。

婚后第二年，郭丽华的大女儿
降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欢乐，
同时家里的经济负担也明显重了起
来。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丈夫除了
打理20多亩田地，还在农闲时做些
零工补贴家用，而郭丽华则在镇里
租房开起了理发店。

靠着夫妻俩吃苦耐劳，这个三
代同堂的五口之家小日子蒸蒸日
上，盖了新房，添了冰箱、彩电，成为
乡邻眼中的小康之家。在丈夫出门
务工的日子里，郭丽华一边经营着
自己的理发店，一边照顾着家里的老
小，院里院外也收拾得干净利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5 年秋
天，郭丽华的丈夫因长期头痛去医
院检查，被确诊为脑胶质瘤三级。
当时，她二胎怀孕时间不长，承受着
自己身体的不便，既要陪着丈夫到
处寻医问药，又要藏住内心的悲痛
时时开导丈夫，为他鼓劲打气。

在给丈夫治病的 3 年多时间
里，郭丽华不仅花光了家里的全部
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但丈夫还是
因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剩下她和
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的公婆。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看着嗷嗷

待哺的儿女和被丧子之痛重击的年
迈公婆，郭丽华咬紧牙关，从悲痛中
振作起来，开始独自撑起这个风雨
飘摇的家。一天，郭丽华郑重其事
地告诉公婆，今后无论经历多大困
难，一家人也不分开，她要照顾老人
安度晚年。也就是从那时起，郭丽
华从儿媳变成了女儿，婆婆腿脚不
便且肠胃不好，她就每天换着样儿
给婆婆做各种各样容易消化的流
食，并陪老人聊天宽心。

“那几年要说不难是骗人的，
我给客人理发一次就 3 元钱，老人
只收 1 元，再加上公公帮种地的一
些收入，一边要维持 5 口人生活，
一边还要还欠债和给老人看病买
药。”忆起当年的生活，郭丽华并没
有怨艾，相反风轻云淡得似乎在讲
别人的故事。

郭丽华的女儿赵雅楠至今记
得，当时为了方便她在镇里上小学，
妈妈就带着她和弟弟住在理发店
里。弟弟那时还在学走路，时不时
去抱妈妈的腿，而妈妈不得不停下
活儿来安抚弟弟，然后再接着干活
儿，街坊邻居对他们娘仨总是投来
同情的目光。

赵雅楠说：“无论生活多苦，妈
妈都是自己扛下来。当时有人劝妈
妈不让我念书，以减轻家里负担，但
妈妈总是坚定地告诉我必须读书，
能考到哪儿她就供到哪儿。”

风雨中，弱女子撑起家

刚重组家庭时，郭丽华和汤树
明都有外债，不仅要面对9口人的吃
饭问题，还有老人需要看病吃药、孩
子需要上学等问题，生活的窘迫可
想而知，但两人不向困难屈服，因为
他们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

“刚结婚那会儿，我接着开理发
店，他就出去贩牛和猪，他挣的钱都
如数交给我安排家用，买牛猪需要
本钱时，他再朝我要。我俩从来不
计较钱财上的事，总是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大家庭的日子就慢慢
有了起色。”郭丽华说。

几年积累下来，郭丽华夫妻在镇
上建起了二层小楼。在汤树明的建
议下，郭丽华关闭开了20多年的理发
店，改开肉菜店，经营各种新鲜蔬菜、
水果、猪肉、牛肉等。靠着诚信经营，
他们店里的生意渐渐兴隆起来。

汤树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
对几个孩子的学业异常用心。老大

因为当年母亲多病，家庭拮据，初中
没毕业就退了学。为了弥补孩子这
个遗憾，汤树明、郭丽华夫妻就出资

送老大出去学钩机驾驶技术，又在
家附近给他买了一处商业网点，方
便孩子有个营生。

老二赵雅楠说：“初三的时候，
妈妈因为睡得晚起不来，每天早晨
都是爸爸起床给我做早餐。我看别
人有 MP3 听音乐，向妈妈要钱买遭
到拒绝，爸爸偶然听说这件事后，就
直接带着我去把MP3买了回来。”

一天，郭丽华看见老三骑着一
辆新自行车，纳闷这孩子借谁的自
行车骑呢？孩子告诉她，因为他考
试得了年级第二名，爸爸给他买了
新自行车当奖品。

“他对孩子学习要求特别严，就
是希望老二老三通过学习考出去，过
上比我们更好的生活。”郭丽华说，“有
一次老三做作业时偷偷玩大人手机，
他当场就把那部没买多久的手机摔
碎，连我都觉得心疼。”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老大靠
自学的技术在沈阳找到一份不错的
工作并定居沈阳；老二顺利考上大学
并完成学业，如今也在沈阳有了一份

稳定工作；老三学习成绩稳定，在学校
年组始终保持上游。

“老人健康和把孩子供出去，算
是我最大的心愿。别看我平常对老
三严厉，但他和我特别亲，要说私心
的话，我就希望他考个更好的大学，
如果他能读研读博，我们肯定还会在
经济上支持他。”汤树明笑着说。

“家和万事兴”，这句话用在郭
丽华家再恰当不过。作为这个大
家庭的主心骨，这些年来，他们夫
妻二人同心协力，携手共进，从一
点点还清外债，再到起楼建房，继
而支持孩子读书和成家立业,一个
接一个地完成家庭梦想，成为乡邻
羡慕的小康之家。他们越过生活
的坎坷，构建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氛
围，让爱和希望绵延流淌，并传递
出向善的力量。2020 年，郭丽华家
庭先后被评为辽宁省最美家庭、全
国最美家庭。

奔小康,夫妻同心白手起家

阜新市彰武县大四家子镇的郭丽
华在前夫去世多年后，带着年老无依的
公婆重组家庭，并和丈夫奋力拼搏撑起
九口之家，带领这个家庭摆脱贫困，一

步一步过上好日子。他们坚守善良，孝敬老人，教
育孩子健康成长，用爱和包容诠释了家的内涵，亲
情融融的家庭氛围感动邻里。2020年，郭丽华家
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核心
提示

当年，郭丽华把带着公婆作
为改嫁的条件，汤树明内心是否
忐忑？

“老人唯一的儿子去世，已经
很不幸了，郭丽华一个女人都能
做到不放弃二老，将心比心，我一
个男人也应该帮她分担，照顾好
老人。”汤树明袒露心声。

在赡养郭丽华公婆这件事
上，汤树明称自己奉行的原则是，
老人想不到的先做到。

这些年来，汤树明都是这
样做的。郭丽华感慨：“外面人
都觉得他是个粗人，可他对我
公婆比我还细致，买什么药、多
少量都是他在弄，老爷子爱抽
的烟，他也是一周两条地送，柴
米油盐不用老人张口没有断档
的时候。”

“树明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可他从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连左
邻右舍都说，就是我儿子在世也
未必能像他这样尽心，这话我现
在服气。”郭丽华的前公公赵井祥
竖起大拇指。

郭丽华夫妻用自己的责任
和担当，为一大家人营造起温
情暖暖的氛围，并起到言传身
教 的 作 用 。 老 大 外 出 工 作 回
来，总会给家里的长辈买礼物，
给弟弟买玩具；老二参加工作
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她认真地
交到父母手中；老三习惯把好
吃的东西攒着，等周末时再给爷
爷奶奶送去……

一天，老大参加同学的婚礼
喝了些酒回家，可能是因为触景
生情，他伏在郭丽华的肩头就轻
声哭了起来，嘴里念叨着“你太像
我妈妈了”。早在心理上接受了
郭丽华的他，打那以后就一直叫
郭丽华“妈妈”。遇到感情上、生
活和工作上的事，他也习惯找郭
丽华商量。

赵雅楠也称呼汤树明“爸
爸”。她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缘
分，“爸爸”出现在自己的生命历
程里，接过生父的使命，照顾她和
弟弟成长。她眼中的爸爸话不
多，常常是默默地为孩子们做事，
在她工作不顺利时，他会拿自己
经商过程中所遇的人情世故来开
导自己。

一个细节，让老三觉得自己
的爸爸很伟大，那就是商店里所
有的废弃纸箱，爸爸从来都不卖，
而是攒着并收拾整齐，专门留给
镇里的一个拾荒老人，几年来雷
打不动。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
充满爱和亲情的
家庭，并没有豪
言壮语，但每个
人都真诚地守
护着“善”和“孝”
的精神内核，共
同书写下一个
温暖人心的爱
的故事。

将心比心

就这样，郭丽华成了一家人的依
靠。在她无微不至的关照和陪伴下，
两位老人逐渐从失子之痛的阴霾中走
了出来，但随着孩子长大，家里的负担
也越来越重。

“其实那几年里，陆续有人劝我
找个人再婚，但我放心不下公婆，尤
其是我婆婆，虽然精神状态有改善，
但内心深处还是没有彻底走出来，如
果我再婚，她就可能垮掉。”郭丽华
说，那时她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坚定的
想法，今后即使再嫁也要带上公婆。

就这样过了5年，经朋友介绍，郭
丽华认识了邻村的汤树明。汤树明那
时带着未成年的儿子，住在父母破旧
的房子里。汤树明的仁义、重情给郭
丽华留下好感——他为了给生病的妻
子治病，不仅变卖了自家新房，甚至连
自家土地的十年使用权也卖了。

“第一次上他家时，看到他住的是
掉渣的土房，睡的也是土炕，我这眼泪
哗哗地往下掉，原来一个没有女主人

的家能破落到这种程度。”郭丽华一边
回忆一边说。

相似的命运让两个人的心慢慢
靠近。随着相处的深入，一个让郭丽
华纠结的问题又摆在眼前——如何才
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公婆。“当时，我
抱着试试的态度说了说我的条件，没
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郭丽华说。

汤树明打趣地说：“与其说是郭丽
华带着公婆嫁给我，不如说是我带着
父母和孩子入赘她家。我当时的条件
比她还差，欠了不少外债，常年在外跑
活儿挣钱，老的小的都顾不上，成家后
照顾家庭的事，她就没让我操过心。”

再婚后的郭丽华，生活的担子并
没有减轻。毕竟9口人的大家庭里，
上有4个老人，下有3个孩子，大事小
情都需要他们夫妻俩拿主意，尤其是
在孝敬双方老人问题上，郭丽华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父母辛苦劳作了一辈
子，如果不能让他们安享晚年就是做
子女的过错。郭丽华经常给婆婆买新

衣服和没吃过的东西，带婆婆洗澡，陪
婆婆聊天，老人逢人便夸：“我这儿媳
妇就是天使。”

“无论作为妻子、儿媳还是妈妈，
她都无可挑剔。我母亲后期卧床排不
出便来，她一点不嫌弃，直接用手帮老
人排便。人家做到了，咱也不能差事
儿。”汤树明说。如今，汤树明每天至
少要从镇上回一趟农村，看看郭丽华
公婆的生活起居，或者给两位老人买
药送药。周末的时候，他还会捎上小
儿子，一道回家看看爷爷奶奶。

去年，郭丽华的婆婆要到沈阳做
白内障手术，汤树明便停下手中生
意，让郭丽华照看肉菜店，自己一个
人在沈阳照顾老人9天。汤树明说：

“如果不特意说明，别人就是跟着我
们生活，也不会知道我们是重组家
庭。在孩子问题上，从来不分你的
我的，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双方老人
也是一起用心照顾，宁肯自己多吃
苦，也决不怠慢老人。”

遇佳缘,她带着公婆改嫁

从县城批菜回来，郭丽华、汤树明在自家店里整理蔬菜。本报记者 胡海林 摄

郭丽华家庭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汤树明、郭丽华的前公婆、郭丽华，后排为汤树明、郭丽华的两个儿子）。（采访对象提供）

封路通告
根据 2021 年辽宁省普通干线公

路养护工程计划，国道开奈线断山子

至开原段（K6+300—K52+500）修复

养护工程，全长 46.2 公里，于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进行全

幅封闭交通施工，经过该路段的过往

车辆需绕行。

开原去往清原方向：京抚线➝傅

桓线➝沈上线➝开奈线

清原去往开原方向：开奈线➝沈

上线➝傅桓线➝京抚线

特此通告

开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开原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6月3日

封路通告
根据 2021 年辽宁省普通干线公

路养护工程计划，省道东张线开西界

至开原西出口段（K78+020—K103+

690）修复养护工程，全长 25.7 公里，

于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进行全幅封闭交通施工，经过该路

段的过往车辆需绕行。

绕 行 路 线 ：1. 京 抚 线 草 开

线 饶盖线

2.辽开高速公路

特此通告

开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开原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6月3日

封路通告
根据市、区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

划安排，将对锦州市阜锦线（七里台

至笔架山门段）实施修复养护施工，

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全施工，需

要对阜锦线（七里台至笔架山门段）

（K148+789至K168+412）路段进行半

幅交通封闭，当某一路段施工时，在

另一侧道路中间设置分隔锥桶，利用

另半侧道路双向通行。封路时间：

2021年 6月 12日—2021年 9月 30日，

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绕行指示标志

通行。

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锦州滨海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公路管理段

2021年6月6日

➝➝

封路通告
省道东张线朝阳村 K43+760—

开西界 K78+020段，于 2021年 6月 13

日至 10 月 30 日进行改造，届时西丰

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实行全幅封闭

施工，过往车辆请绕行，期间擅自进

入通行发生一切问题后果自负。给

过往车辆行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由西丰去往开原方向

的车辆走饶盖线、开草线到开原；开

原去往西丰方向的车辆走开草线、饶

盖线到达西丰。

特此通告

西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6月4日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对丹霍线（新民

客运站至邵家窝堡段）修复养护工程

K339+620-K354+500 实施道路半幅

封闭，封闭期限为：2021 年 5 月 31 日

至2021年9月30日，封闭期间为避免

交通拥堵，保证行车安全，请过往车

辆尽量绕行，如确需经过施工现场，

请遵从标识及现场人员指挥，在未封

闭一侧有序通行，注意安全。

沈阳市新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6月9日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对十灯线(大民屯

至辽中界段)修复养护工程 K174+

584-K191+166 实施道路半幅封闭，

封闭期限为：2021年5月31日至2021

年 9月 15日，封闭期间为避免交通拥

堵，保证行车安全，请过往车辆尽量

绕行，如确需经过施工现场，请遵从

标识及现场人员指挥，在未封闭一侧

有序通行，注意安全。

沈阳市新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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