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合肥 2 月 14 日电(记者鲍晓菁)
一年打工存不了两万元，没想到过年几场牌
就输掉一大半——— 春节期间，安徽省的一些
农村青年向记者反映，过年亲朋好友聚会都
会摆上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了
个精光。

“还没到正月十五，我就输了近 1 万元。”
六安市中店乡青年许强(化名)在江苏常熟一
家电子厂打工，1 年的工资不过 3 万元，平时
连一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但是过年回家上
了牌桌却“大出血”。他告诉记者，从腊月二十
三到年初五他几乎每天都有牌局。走亲戚吃
过饭就打麻将、同学聚会变成了斗地主，就算
有时候凑不齐 4 个人，也能推牌九、炸金花。
一开始他还以为赌注和平常一样是 5 毛“一

嘴”，没想到过年期间翻了 10 倍，四圈麻将输
了近千元。许强实在心疼，只好继续玩下去指
望翻本，却越输越多。

记者走访了解到，像许强这样的农村回
乡青年不在少数。他们大多 20 出头，刚出去
打工没一两年，手里刚刚有了一笔属于自己
的存款。过年期间打牌输赢在五六千元的人
非常普遍，不少人输掉数万元，有人甚至还要
从父母手中借钱做路费。

为啥年轻人一回农村就卷入“赌局”？大
家告诉记者，跟在城市里繁忙的工作、丰富的
生活相比，回乡青年几乎正月里都在家里无
所事事。

“农村没有适合年轻人的文化娱乐活
动。”肥西县小庙乡青年赵敏霞说。过年期间，

她不得不陪着妈妈去跳广场舞、看庐剧。“虽
说我们是农村孩子，但是从上初中开始就在
城里，因此需要的文化娱乐跟老人不一样。虽
然现在乡里文化站也有很多活动，但是我们
不喜欢。”赵敏霞说，她已经与打工的小姐妹
们约好，提前回南京逛逛街、聚会。

除了没有其他消磨时间的方式，赌博也
成了农村青年互相攀比的最直接的方式。

“牌桌上不能怂人。”许强说，过去看村里
的年轻人谁有本事谁没本事，就看谁勤快、农
活做得好，或者是念书出息了。可是自从大家
纷纷外出打工后，除了挣钱，大家失去了统一
的价值观。前几年大家互相攀比房子、车子，
这几年，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过年回来也
就待上个 10 天，因此牌桌上的“票子”成为有

没有挣到钱的最直观“证据”。

“麻将牌一响，几头猪白养。”看着孩子们
在牌桌上挥霍血汗钱和时间，他们的父母对
此更有感受。六安市苏埠镇青年王娟告诉记
者，她的父母在家操劳一年，田地里的收成和
养的牲口加起来一年也就挣 1 万多元，母亲
身体不好，弟弟还在读大学。原本她打算给父
母 3000 元贴补家用，没想到丈夫的几场牌局
就输了五六千元。她的父母看在眼里十分难
受，好几次让她劝劝丈夫，可是丈夫依然如
故，还训斥她不懂“宁可输钱不能丢人”的道
理。

“我只希望回家过年能够平平淡淡、团团
圆圆的。不要让赌钱搅了新年，也搅了我们一
家人和和美美的日子。”王娟说。

一年打工钱不够过年打几场牌
安徽农村新春“豪赌”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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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丰：一场特殊的家风“颁奖典礼”

▲在贵州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身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妇女在一起互动自拍(2 月 12
日摄)。

长滩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老屯乡境内，现居住着 200 多户
1000 多名村民。这里的苗族村民世世代代与周边各族群众和谐共处。2013 年，长滩村凭
借其原汁原味的传统村落文化、优美的田园山水风光，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新春
佳节期间，长滩村苗族村民举行包括传统特色婚礼在内的各类民俗活动，让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充分感受苗乡传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潘旭摄

苗乡新春喜迎亲

新华社沈阳电(于力、万泉)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带着小脑萎缩的儿子和外孙女艰难生活；这
个家庭又是幸运的，辖区的边防民警多年来将这个家庭视为
亲人精心照顾，给这个生活在阴影里的家庭带来一缕阳光。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三，记者跟随丹东市公安边防
支队黄土坎边防派出所的官兵来到大孤山经济区黄土坎镇
栾家村的万秉粉家中，为万大娘一家送去新春的祝福。看着
一大堆礼物和官兵们的笑脸，万大娘激动地说：“俺们都不
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派出所教导员方明东告诉记者，万大娘丈夫早年因脑
部疾病去世，可没想到已经成家的儿子和女儿也相继患上
小脑萎缩症。女儿去世后，万大娘带着 40 多岁的儿子和也
出现小脑萎缩症状的 17 岁的外孙女艰难生活。

黄土坎边防派出所官兵在得知万大娘家的情况后，和
万大娘一家结为“穷亲”，10 多年来，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照顾这个不幸家庭的传统却一直传了下来。民警们每年捐
款捐物近万元，定期来到万大娘家中帮助打扫卫生、忙农
活，派出所还主动请支队卫生队到老人家中送医送药。“没
有民警，俺们这个家早就散了！”万大娘擦着眼泪说。

春节前后，丹东市边防支队辖区的八百里边海防线上，
随着“新春访穷亲”活动的开展，300 多户像万大娘这样的
贫困家庭都在接受着边防官兵送去的温暖。丹东公安边防
支队政委张朗昊介绍说：“边防官兵虽然不是什么事都能办
的能人，但对边防线上的‘穷亲’却有着真诚的感情，我们会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像照顾自己亲人一样照顾他们。”

采访中记者听到马市边防派出所的士官和英与辖区困
难群众毕建昌老两口的故事：腊月“小年”时，和英因为几年
没有回家向单位提出休假，在他离队时将一个纸条留给了
所领导，上面写着“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毕建昌老两口种
的几亩白菜和萝卜已经全部卖出去了，但是家里的柴火快
要用完了，能否请其他同志帮忙抓紧时间再帮助老两口买
些柴火码到仓房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年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中，
边防官兵与驻地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自 2009 年丹东边防
支队首提“边海防线结穷亲”活动以来，900 余名官兵与 500
余户边境困难群众“认对结亲”，通过各种方式已帮助 230
余户困难群众摆脱困境。

新华社上海 2 月 13 日电
(记者李荣)大年初三，严寒过
后的上海渐渐转暖。从市区出
发，到沪郊嘉定徐行镇钱桥村，
记者走访了“最美家庭”张金龙
一家。

打听张金龙家在哪儿，村
上的人顺口而出：就是那里的
“客堂汇”。见到了张金龙，对他
说：“您的客堂汇，名气真响。”
他说：“春节村里人出门的多，
平时我这里热闹多了。我的‘客
堂汇’向所有村民开放。”

客堂，江南民居底层进门
会客用的厅堂。

张金龙属龙，今年虚岁
77。10 多年前他退休后，“闲不
住”，就把自家客堂的大门向村
民敞开，定期不定期，村里人都
可以到他家串串门，喝喝茶，聊
聊天。他这里，成了农村的“家
庭总汇”。老张特地强调，“客堂
汇”是汇集的“汇”，就是像水一
样自然而然聚在一起。

“客堂汇”里，家是一个主
题。老张指着墙上的一幅字：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告诉记
者，这是他家的家训。

问他：怎么会想到这样一
句家训？他说，这个“一老”并不
指他自己。他的大哥 60 岁时就
患病故世，大嫂今年已 85 岁，
身体健康，里里外外还是“闲不
住”，只要力所能及，在家务事
上能帮的就还是要帮着做。老
张视长嫂如母亲，十分尊重。因
为过去家里贫寒，自己能有高
中二年级的学历，完全是兄嫂
出钱出力。这个恩德忘不了。如
今，老嫂子年高身体健，是全家
的“定心丸”，难道不是“一宝”
吗？

老张最相信“家和万事兴”

这句话。他说，孔夫子时就已经
说了，“修身齐家”，没有这个，
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在他的
“客堂汇”里，有一个最美家庭
的标准：家庭和睦、父慈子孝、
兄爱弟敬、养老养小、用心经
营、愿于奉献、和和气气、幸福
美满。这是村里人在他的“客堂汇”里一起议出来的。

也许从小在清寒之中长大，如今面对这个 16 口人的大
家庭，老张是那么的珍惜。由己及人，其实每一户人家，一路
走来，都是尝遍甜酸苦辣，十分不易，这就是“家的温暖”之
所在。老张坚信，家庭里难免的矛盾和误解，绝大多数都是
“小毛小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不及时去“处
理”，小病久拖也会“拖成大病”。他的“客堂汇”可以成为家
庭的“加油站”。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曾经
到他的“客堂汇”里与他聊过家庭烦恼的邻里乡亲，还有因
他的“客堂汇”日益传开的名声“慕名”而来的外乡人。

他翻过一页说，这里就是一例，一对老夫妻，退休了，生
活要重新安排，吵嘴就多了，生起气来就彼此说过头话，说
时痛快，说完就后悔，后悔了又不愿开口承认。老张的劝解
之策是“刚柔并济”，该硬的地方就要“明确点破”，该软的地
方就要动情入理。只要家庭“心结”用钥匙解开了，一段好家
风也就随之而起了。最近，他给这对老夫妻打了一个“回访”
电话，电话那头“千谢万谢”，他们现在过得很好。

从老张的“客堂汇”里出来，无意中发现，“客堂汇”微信
公众号的二维码贴在门口的墙上。老张连忙解释，这是他大
学毕业的孙子的“时尚作品”。这个孙子已回到村里工作，帮
着祖父一起，让“客堂汇”更有新意。从老张的微笑中可以得
知，祖孙“共事”，这让他多满意啊！真是“家和万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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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13 日电(记者陈春园)
农历正月初六，在苍翠的江西宜丰县官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山脚下，一场特殊的农家“颁奖
典礼”正在双峰林场村民邓仕娥家中举行，颁
奖主题是：家风。

“我宣布，今年获得最佳陪伴父母奖的
是二女儿余芳、最佳带头奉献奖的是大女婿
李伟强、最佳婆媳友好奖的是外甥媳罗喜
华……”奖项的颁布赢得家人阵阵掌声，引
来邻里前来观摩，欢乐的笑声洋溢农家小
院。

63 岁的邓仕娥是宜丰县双峰林场村民，
她平时积极弘扬传统美德，传承家风家训，把

大家庭打理得温馨和睦，她自己也被评为宜
丰县十佳“善德人物”和十佳“向上向善双峰
人”。

像这样的年度家风“颁奖典礼”，在邓仕
娥家中已连续举办三年。她告诉记者，正月初
六在双峰林场举办，以婆家亲人为主；正月十
五还要到县城举办一场，以娘家亲人为主。
“颁奖典礼”上有亲人感言，有自演歌舞，有领
奖程序，可正式哩！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平日里，我是家中
的‘董事长’，主管矛盾调解工作；丈夫是退休
教师，分管文化；儿子女儿各有职务。家里每
月开一次家庭会议，交流工作生活体会。每年

春节，还要开年终家风总结表彰大会，在全家
营造团结和睦、孝老爱亲、守法敬业的氛围。”
邓仕娥谈着一套套“治家经”。

颁奖仪式在热烈举行，家风氛围浓厚浸
润。二女儿余芳说：“我今年获此殊荣，与父母
从小身体力行的教育熏陶分不开。常回家看
看，多陪伴老人，重视家中亲情，这些家风已
深深扎根在家人内心，让我们一生受益无
穷！”

好家风助推好民风、好政风。大女婿李
伟强告诉记者，他平时在家中孝老爱亲，这
份责任感也成为工作的动力。作为县中小企
业局的“一把手”，单位的工作经常位列全县

先进。
邓仕娥的家风事迹远近闻名，乡邻们经

常慕名上门“取经”。前来观摩“颁奖典礼”的
村民李福平说：“邓仕娥在村里生活了一辈
子，她的良好家风教育一直是村民们学习的
榜样。村里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已经 30 多年
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

在宜丰县所在的江西宜春市，正举全市
之力打造“好人文化”。家风家训印成了小册
子，古诗词走进了校园，核心价值观成为各地
摄影、戏曲、剪纸等民间艺术的创作主角……
8 年来，全市共有 141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约
占江西省入选中国好人榜人数的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1 4 日电 (记者钟
群、高皓亮、沈洋)胡
伟平的工作室在江西
景德镇繁华的莲社北
路旁，汽车、摩托车声
不绝于耳。在这个简
陋的工作室里，他安
静地在自己烧制的瓷
瓶上画水墨画，描绘
梦想的蓝图。

年过半百的胡伟
平是画家。八年前，他
放弃省会南昌优越的
工作，到“瓷都”景德
镇学习在瓷器上作
画。为了生计，他一边
学习，一边售卖自己
烧制、手绘的瓷器，但
生意并不好。“店租
贵，还得赚钱养家，挺
难的，不过为了寻求
艺术上的突破，我觉
得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胡伟平说。

景德镇活跃着这
样一群外乡人，他们
在这里追逐梦想，在
市场和艺术的挤压
中、在巨大的竞争压
力下，咀嚼着生活和
选择带来的酸甜苦
辣。记者采访了解到，

景德镇约有两万名“景漂”，他们当中有胡
伟平这样的艺术家，有大学生，还有外国
人。

20 多岁的小野也是“景漂”。湖北行政
学院舞美专业毕业后，她决定和一个同学
到景德镇创业。“来之前，什么都不懂，也不
认识什么人，只想着到这里先混口饭吃。”
小野每周末要到陶瓷市场去摆摊。她目前
的月收入为 2000 元到 5000 元不等，主要
来自于每周末在陶瓷市场摆摊，偶尔有些
客户订单。“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漂着，有房
子住，有自己喜欢的事做，也没有人管着，

想干活就干，不想干就可以不干。”小野说。
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在许多“景

漂”看来，景德镇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梦想
的地方。

四年前大学毕业时，赵培谢绝了一家
知名外企的招聘，说服了一位好友一起到
景德镇学艺创业。“要说艺术氛围，北京肯
定比景德镇更加浓厚，但北京太大了，找不
到落脚点，容易迷失。而景德镇，小但是很
方便很开放，所有做陶瓷所需的工具和材
料，在这里都很容易找到。”

为了帮助“景漂”发展事业，近来，景德
镇市完善优惠政策，健全小额贷款服务和
创业体系建设，加大对创业的扶持力度。据
了解，景德镇劳动就业局两年前在雕塑瓷
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内设立大学生创业
帮扶服务台，对进入集市摆摊创业的大学
生发放摊位费补贴。

如今，景德镇像个大磁场，吸引着世界
各地带着艺术磁场的人来创业、寻梦。

“正是因为有了发展和需求，才有更多
的人留下来，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存、事
业、未来有希望。”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教授
李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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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2 月 14 日电(记者周科)“打
拳容易，走步难。步不稳则拳乱，步不快则拳
慢。”春节期间，在记者家乡鄂东的黄梅县蔡
山镇周宣村文体广场，73 岁老人周年高的一
招一式吸引了许多村民围观，孩子们也跟着
有模有样地练习他的步伐和招式。

这是流传至今 800 多年的岳家拳术套路
“三门桩”。岳家拳是我国较为完整地流传下
来的汉族传统拳术之一，为民族英雄岳飞根
据自身所学结合与敌作战中实战而创立，流
传下来的拳术套路主要有一字拳、二梅花、三
门桩、四门架、五法、六合、七星、八法、九连
环、十字桩。十套拳法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每
一套动作都古朴自然。其中“飞挎篮”“天罗地
网”“周仓扛粮”等技法是岳家拳技击之精华。

“在我们村，已经 30 多年没看到人练拳
了。”70 多岁的村民周利水说，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农民于务农闲暇之时习武，是乡村易见
的平常之事。那个大集体年代吃“大锅饭”，没
有其他娱乐活动，茶余饭后的打拳是老百姓
的一项重要内容。“田间地头、树荫下，常见到

干完农活的村民聚集在一起比划。”
打拳既能强身健体、振奋精神意志，还能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已过古稀之年的周年高
身板依然硬朗，打起拳来生龙活虎，干起农活
毫不逊色于年轻人。“多亏村里建设了活动广
场，给大伙提供了打拳舞台。”周年高说，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当地农民外出务工，
练拳的人越来越少，一些老人只能躲在自家
屋内“武”两把。许多能够全面掌握岳家拳绝
技的拳师都已年迈或去世，不少技艺面临失
传的境地，尤其是岳家桩几近灭绝。

黄梅县是文化大县，以黄梅戏、岳家拳、
广场舞等为代表的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但苦于没有活动场地，早晚只能在马路边、泥
地上开展活动。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有
阵地、娱乐有场所、求知有地方、健身有去处、
交流有平台，2014 年以来，该县投资 700 多
万元新建了 100 个村级文体广场，体育健身
器材齐全，为老百姓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
供了平台，使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乐享“文化
大餐”。

记者春节期间回乡走访看到，如今流
传在黄梅县大河镇赵畈村、苦竹乡柳大屋
村、濯港镇柳名家村、蔡山镇田宝村、独山
镇高岭村等村庄的岳家拳重新显现出活
力。除了打拳，其他各项文体活动也在如火
如荼开展。只要一有空，五祖镇渡河村妇联
主任李文娇就和村民们在广场上跳舞打
球。“以前想搞活动没场地，村民们无事不
出门，现在文体广场成了村民们健身娱乐
的好去处，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团结。”李
文娇说。

在分路镇汊湖口村的文体广场，更是
人头攒动、歌声悠扬、热闹非凡。由该村村
民自筹自办的以“家和万事兴，魅力汊湖
口”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村民们早
早吃过晚饭，径直赶到这里欢度春节。

暖阳高照的鄂东乡村大地一片翠绿，
油菜和小麦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更显婀娜
身姿。村头村尾广场上，“大婶跳舞、大爷练
武、孩子嬉闹”的场景悄然兴起，寂静的村
庄扬起了阵阵乐声、笑声和欢呼声。

岳家拳“武”动鄂东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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