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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华：
女婿比亲儿子还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今年年初，唐
永华就过 51 岁的生日了，属于知天命了的年龄
了。然而在老岳父岳母面前，女婿却一直很

“年轻”：“天气一好，他就把我们往有太阳的地
方推，有时散步都要散一个多小时。”一提及女
婿，老岳父的口吻里是浓浓的赞赏。

唐永华是蓬溪县天福镇小学的老师。他
的家很热闹，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上有年
迈的父母、岳父母，下有还未成家立业的儿
子。让邻里和学校所称道的，除了他敬业的教
学精神，更是因为多年来所坚持的敬爱老人。

从结婚开始，唐永华夫妻就与岳父母一家
没有分开。2008 年，岳母因脑溢血突发抢救不
及时导致身体半边瘫痪，老岳父也因为照顾妻
子，在 2011 年患上了脑中风，双双离不了家门。

妻子其实并非老人的亲生儿女，这在村里
是众人皆知的秘密。然而唐永华并没有借此
甩掉“累赘”。每一天，他除了安排好学校的教
学工作外，还要妥善安排好两位老人的起居饮
食。岳父年事已高，视力基本看不清，四肢失
去力量，走路极为困难，唐永华每天就寝时为
他穿脱衣服，上厕所负责扶去扶回，吃饭还要
经常去喂；为安抚老人肠胃，爱吃硬干饭的唐
永华坚持从此家里煮饭都是软和的；虽然生活
拮据，天冷了，他都会为老人添棉衣棉被，半夜
不忘记去看看老人是否盖好被。这一切，让老
人从心里觉得暖烘烘的。提起唐永华，老人常
常感动得说：“这孩子比亲儿子还亲。”一次，岳
母不慎摔倒需要伺候，他们按时按餐给岳母喂
粥喂饭，替老人换衣梳洗，任劳任怨，并时常搀
扶老人到室外晒太阳，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
老人很快就复原了。

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在一起，误会和摩擦
总是难免，每当这个时候，唐永华总是温和耐
心地劝着家人。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孩子也打
小明白了要孝顺长辈的道理。现在在外地工
作也不忘时常给老人打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
逗得两个老人喜笑颜开，不住地夸奖，乐得老
人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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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村里的“家”故事
◎全媒体记者 胡蓉

距离大年还有两个月，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西南方的瓦窑村，已经弥漫着
喜庆的氛围：11月底，有20户本村人家获得了荣誉证书。

“好儿媳好女儿”“最美家庭”“四好户”“绿色家庭”……在这个 2016年脱贫的小
山村里，浓厚的尊老敬老、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蔚然成风，助推着小山村从贫困村到
幸福家园。它有哪些故事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又会带来哪些温暖呢？

绿色家庭：
绿色健康自成一派

看看手表已经上午 11 点，在桂花镇上喝

茶的胡海国开始慢悠悠地朝家走。到了家门

口，他并没有直接进门，而是穿过马路，在家

对面的菜地里摘了一把嫩嫩的豌豆尖和一根

黄瓜，才径直回了家。

“中午焖个干饭，炒个鸡蛋黄瓜，再烧个

豌豆尖汤，我们老两口就够了。”一改喝茶时

的悠闲，胡海国做菜十分地麻利，一看就是经

常做饭的。

在瓦窑村，胡海国是个传奇人物。上世

纪 70 年代从蓬溪入赘到瓦窑村妻子家，因为

表现出色，先后担任大队长、文书，1986 年家

庭被评为省“五好家庭”，本人成为遂宁建市

后的第二届人大代表。2007 年下海归来后，

再次担任村支书直至退休。

胡海国的家在省道 205 线和瓦窑村标识

的分叉口。他所摘的菜，来自他自己的菜园

子。说是菜园子，其实就是马路边的一亩多

荒地改来的。

6 年前，胡海国散步时偶然看到，家当门

的马路对面，是较宽的荒地，觉得“可惜了”的

胡海国想把这片荒地利用起来。彼时已过 60
岁的胡海国利用下班时间来开垦这片路边荒

地，弯着腰耐心地将地里石头一一捡出来，又

挨着施肥，除草。在老人的耐心打理下，这块

狭长的土地上很快种上了白菜、萝卜、青菜、

蒜苗、小葱……“自己吃是完全够了。”胡海国

对这块狭长的菜园子很是爱惜：“这是纯正的

绿色无污染食品。”

因为菜园子是由公路边的荒地改来，为

了车辆的行车安全，胡海国并没有围上篱笆，

所以总有路人有时摘上几样，或是一把嫩嫩

的豌豆尖，或是垂涎欲滴的西红柿。碰上这

种情况，胡海国总是一笑了之，第二天再默默

地将摘掉的菜重新补种上。

最美家庭：
仁爱孝悌30载

现在的陈家碧家，是村里人都羡慕的

对象：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两个女儿孝顺，

经常邮寄东西回家；丈夫体贴她身体弱，执

意让她在家休息。

谁又曾想到，1987 年，从隔壁村嫁到

瓦窑村时，迎接陈家碧的，除了新婚的喜

悦，还有低矮狭小的土房子，和几百元的

外债。

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按照分家时的

协议，父母是由丈夫赡养的。长年生病的

婆婆，1988 年先后出生的两个女儿，重重

的负担一下全部压在了年轻的陈家碧夫

妻身上。

上有老，下有小，家中又没有土地，陈

家碧只能和丈夫出去打零工，却又不敢走

远了。“当时婆婆是肝腹水，女儿又小，家

里实在离不开人。”回忆起当年的困难，陈

家碧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白天在桂花镇上

的饲料厂工作后，她和丈夫又步行回家，煮

饭、喂猪、照顾老人、给娃儿辅导作业、打

扫卫生……一天下来，疲惫地连手指都抬

不起来。

家里挣的钱，被她两口子细心地分为

数份：婆婆看病的钱，女儿读书的钱，给老

幼改善生活的钱……彼时，一周家里只吃

两次肉，还先紧着老人和小孩。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勤快两夫妻的操

劳下，家里的条件慢慢好了，也修上了新

房子，最大最亮的那间，是家里老人的房

间。在她们的精心照顾下，公公活到了

90 多岁，是村里有名的长寿老人；两个能

干女儿也顺利找到了好工作。“你看我耳

朵上的金耳环，就是我二女去年送我的。

今年大女又让我们去自贡过年，都有点不

习惯哦。”话如此说，陈家碧的笑容却格

外自豪。

好女儿：
带病赡养母亲十余年

徐启蓉的小卖部，距离瓦窑村村支部不

到 500 米，6 个平方米的临路瓦房里，散卖着

酱油、醋和一些小零食。因为瓦窑村距离桂

花镇很近，小卖部的生意并不好。

57 岁的徐启蓉坐在小卖部里，一面勾着

手中的毛线，一面和老母亲说话——她准备

给母亲勾一件毛衣，“自己勾的比买的更暖

和，”徐启蓉头上，花白的头发格外醒目。

徐启蓉是瓦窑村本地人，她在家中排行

第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

弟。按理说，娘家的老母亲其实不应该由她

这个已出嫁多年的女儿来养老，更何况彼时

夫家的父母还在世。

娘家父亲去世后，多病的母亲由谁赡

养，一下成了徐家的大事。当时徐家大哥主

动把母亲接了过去，但是不习惯城里生活的

母亲，一个月后就坚持要回农村。然而回了

农村，二哥和小弟却不愿意接手照顾年迈多

病的母亲了。

难 道 要 让 多 病 的 母 亲 一 个 人 在 家 苦

挨？已经出嫁多年的徐启蓉和丈夫商量后，

得到了丈夫家人的理解，将年迈的母亲接到

自己家来赡养。

一住就是 10 余年。徐启蓉自己都在长

年吃药，十多年间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但

是她从来都是把母亲放在第一位：每天早上

先给母亲穿衣，中午剁肉丸子给老人吃，天

气好时牵着老人到村里走走晒太阳，临睡前

将老人的床铺弄暖和……在她的影响下，女

儿也很照顾家里的老外婆。工作后的第一

份礼物，就是给老外婆买了暖脚器。

“村头都说我养了个好女儿，”踩着暖脚

器，85 岁的老婆婆甘玉珍笑得很开心。因为

村里停电，中午徐启蓉只煮了稀饭。她自己

蘸着豆腐乳就解决了，却坚持给老母亲蒸了

鸡蛋羹。

顺其自然的文学客

1981 年，短篇小说《天鸟，迟迟搭起鹊

桥》在《萌芽》上发表。这是一篇讲述黄昏恋

的故事。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婚姻思想还

处于保守的年代，这篇小说以独特的见解和

优美的文笔，“完成了一对苦命人对晚年幸

福的终极追求”，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

随着这篇后来影响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小

说进入文坛，作者费尽贤的名字也随之进入

大众的视野。彼时，费尽贤 33 岁，是射洪电

影院的一名美工。

作 为 一 名 美 工 ，费 尽 贤 应 该 更 擅 长 绘

画。然业余时，他更喜欢写作。其实这点早

已有根可溯。费尽贤自小就嗜书如命，自能

识字起便四处找书看，在他记忆里，尽管家

境清贫，父母却从不吝啬煤油灯钱、也从不

干涉他通夜通夜地看书。在被安排到广元

大山深处负责百号人时，夜不能寐的费尽贤

干脆爬起来写日记。这份文思泉涌的日记

后被上山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将他一度抽

去为村上工作组乡上工作队写《简报》，还被

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此后，他开始写《耗子岛》和《清冽冽的

那道山泉》，相继是《海平》《双街》《川剧名丑

杨东平》等中、短篇小说的发表，文学评论家

朱伟说：《双街》是他看过的四川作家中最好

的小说。1987 发表的《小木楼街老屋》，被文

学评论家吴亮选编入中国新时期流派小说

精选丛书《现实主义小说》卷，从而与著名作

家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等堂而皇之

地站在了一起。

上世纪 80 年代，费尽贤的风头一时无

二。他成为川中文学一面当之无愧的旗帜。

扎根基层百姓生活

费尽贤受俄国文学影响深刻，也能大段

大段地背诵《老人与海》，川端康成的《雪国》

《千纸鹤》等小说他曾反复推敲过，鲁迅、流

沙河、沈从文的作品曾是他的枕边之物，所

以在他的小说里，有自由无羁的思想，有灵

动清澈的文风，还有犀利细腻的文笔，创造

了独具一格的费氏风格。

“红”了后，不少单位向他递来橄榄枝。

当时，“‘费电影’要升了”的消息，在文坛里

传得沸沸扬扬。当然，“费电影”是朋友们一

直以来对他的昵称。

大跌众人视线的是，费尽贤哪也没去。

他依然待在射洪县那个狭小的电影院美工

室里，画着他的电影海报，挤出业余时间来

写作。三伏天里，居民都在河边乘凉，他伏

在小桌前，汗流满面地码字。

很多人不解，对外“高冷”的费尽贤也不

屑一一解释。多年后，在著名诗人牧笛的话

里，我们找到了答案：“费尽贤的小说，就是

对中国那一特定时期生活在中国底层的各

色人等的生命抗争以及当下众生相的现场

直播。”所以，费尽贤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他的笔下，各类小人物“你方唱罢我登

场”：《天鸟》里，一对被拆散的苦命鸳鸯多年

后重逢，失偶双方相逢恨晚，决心一起共渡

晚年却遭儿女们的反对，最后，身患绝症的

老妇人只身走进她心爱了几十年的男人家；

《玉女》叙说的是双街上两个男人（玉女久患

痨病、因犯罪被判刑十多年后释放回家的

“丈夫”和爱唱川剧的大龄农民青年“牛黑”）

和一个女人“玉女”之间曲折、心酸的故事；

《阮丁爸爸的船》里，洪水来了，女儿细叶落

水了，艄翁阮丁在嚎啕仓皇中，却还记得将

平日有怨的邻居从滔天洪水里接了出来……

每一个故事，点染着的是一个个生活中的普

通人，展示着费尽贤凝重的苦心经营和对于

人生、社会的执着思索。

被写作“耽搁”的画家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1998 年，

费尽贤突发脑溢血。见到费老时，他的左手

至今不便，茶几上的大一堆药更是精准到时

辰。然而走进他家，第一眼注意到的，却是

墙壁上悬挂的三幅中国画——这是费尽贤脑

溢血后，用右手创作的作品。

费 尽 贤 擅 画 ，这 在 朋 友 圈 里 并 不 是 秘

密。即使当年他的文学创作进入高峰期，这

份喜好他也从来没有搁置过。脑溢血后，绘

画成了他生活的主角。他的画厚重、奔放，

以写意的笔法表达心中之山水和人间的风

景，巴蜀的山水在他的毫端灵动起来，引人

入胜，美不胜收。那些题画小诗随心所欲，

文采飞扬，如画龙点睛，令人拍案叫绝。

他与著名国画家孙竹篱老师亦师亦友。

两人结缘于 40 年前射洪城南的一方荷塘边，

孙老对年轻人的饱学赞赏有加，青年费尽贤

对似农夫的孙老师的国画与为人钦佩不已。

两人自此结下了深厚情谊。那段岁月，孙老

对费尽贤中西兼俱、以中国画为主要特征又

自成风格的绘画艺术，给予了太多太多的指

导和教诲。费尽贤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

2001 年初夏，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孙克

先生，在看到费尽贤那些画面灵动、笔墨自

由、中西兼容的画作时，当着京城的画家们脱

口而赞：“好！很好！精彩！”孙克对他持画的

女儿说：“告诉你爸爸，不写文章就画画。你

的父亲如果一直不事写作，把精力专注地放

在绘画上，他在画界早就声名远播了。”

遂宁市老年大学
启动微信报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日前记者获

悉，为进一步推动老年教育的信息化建设，为

老年朋友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报名服务，遂

宁市老年大学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决定从

2019 年春季开始，学期招生全面实行微信报

名和费用支付。

此次招生报名分为三个阶段，12 月 15 日

至 18 日为考核班报名期，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7 日为在读学员原班续费期，12 月 29 日起为

新老学员交叉报名期（老学员报读其他班级

及新学员选班报名），微信报名于 12 月 15 日

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2019 年春季学期招

收对象为年满 50 周岁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

病或神志性疾病）、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

能自行到校坚持正常学习的中老年朋友，开

学时间为 3 月 11 日。

为做好此次微信报名工作，遂宁市老年

大学精心组织，广泛宣传，确保 2019 年春季

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准备工作深入细致。前

期组织教务管理人员进行了多方考察、学习、

培训和调研，根据学校需求和实际进行系统

设置。宣传工作深入细致。制定了详细的

2019 年春季招生简章，方便学员选读报班；印

制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报名流程宣传单，保

证学员学习了解；制作了报名操作视频，方便

学员学习操作。培训工作详细扎实。 12 月

12 日，组织学校教职工及全体教学班班长召

开了微信报名培训工作会，通过 PPT 的方式

详细演示了微信报名的整个操作流程和重点

注意事项。不断完善系统设置。对系统先后

进行多轮测试，不断改进完善系统，合理分配

报名时段、设计新学员注册报名同步完成功

能，体现了老年教育的公平性及人性化。

据悉，此次微信报名系统的开通，解决了

老年人深夜排队报名入学难的问题，凸显了

便民高效的工作精神，提升了学校管理水平

和服务效率，也将进一步推动学校的教学信

息化管理。

艺术家小传

费尽贤，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省作
协全省委员会委员，遂宁市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从八十年代起
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萌芽》
《红岩》《青年作家》《四川文学》
《清明》《莽原》《长春》《广州文
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
中、短篇小说《玉女》《眉姨》《白
眼》。

费尽贤：此生已许书和墨
◎全媒体记者 胡蓉

费尽贤年轻时照片 费尽贤家中书房一角东坡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