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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贡区解放街道西津路社区，

有一个屡获嘉奖的社区艺术团——

群乐艺术团，团长杨小珍负责全团

的教学计划、文艺演出，因为工作严

谨认真一丝不苟，获得了团友及社

区居民赞其“社区艺术团好管家”的

美誉。她不仅把艺术团管理得井井

有条，在她的带动下，一家人都文明

守法，关心邻里，成了社区有名的文

明家庭。

中年后略有些发福的杨小珍

做事干练、风风火火，还未退休时

就以工作认真出名。身边的人都

说，她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干到最

好。“没把工作做好就觉得心里不

踏实。”杨小珍笑着说。正是因为

这股干劲，前任社区艺术团团长卸

任后，大家一致推选她为团长。热

心公众事务的杨小珍也不多推辞，

爽快地接下了任务，发挥起了余

热。除了管理艺术团，她和老伴还

带着孩子积极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走街串巷义务宣传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全国卫生城市知识，宣传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加入到志愿

服务队伍……她越干越有劲。由

于工作积极，她还被推选为社区银

发志愿服务队队长，带头清扫路

面、清理堵塞阴沟、清理卫生死角、

小区花坛绿化……公益活动中，处

处可见她的身影。她以服务他人

为己任，以奉献他人为目标，在社

区居民中起到榜样作用。

大爱社会的人自然爱家庭，杨

小珍夫妻多年来相濡以沫、关心邻

里，赢得了周围人们的称赞。而在

家庭事务上，他们也很有原则。“我

经常教育孩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生活要用之有度，千万不能

大手大脚乱花钱。”杨小珍夫妇言传

身教，让后辈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

习惯，家里虽然看上去很普通，却时

刻保持着干净整洁，令人感到主人

的纯朴。儿子、儿媳也琴瑟和鸣、尊

老爱幼、关心邻里，热心公益事务。

全家人各司其职，共同努力，精心经

营着一个洋溢着温暖、民主、文明、

和谐的美好家庭。

第二届赣州市
文明家庭事迹展

文明家庭收获邻里尊重
□记者喻晓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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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前的一场车祸，让于都县银

坑镇营下村的廖东林刻骨铭心：这场

车祸让他痛失父亲、哥哥两位至亲。

在母患重病、嫂子改嫁、侄儿无依靠的

困境面前，年仅 22 岁的廖东林承担起

了抚养侄儿的重任。难能可贵的是，

婚后妻子管小花与他风雨同舟，携手

用大爱让侄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夫

妻俩的大爱义举得到众多乡邻的交

口称赞。

12 月 23 日，记者来到于都，实地探

访了这对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农村夫妇。

B

C

未成家之前，照顾年幼的侄子，廖东林

可谓既当爹又当妈。好在这样的日子不算

很长，和廖东林一起在广东务工的管小花，

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选择嫁给廖东林。

亲戚朋友反对他们的这桩婚事是有原

因的，廖东林家里不仅有个多病的母亲，欠

了一身债务，还要抚养一个年幼的侄子。

“他人好、心好，吃点苦不算什么，嫁

给他我不后悔。”管小花这样说，更是这样

做的。婚后，夫妻俩生育了两个儿子，生活

负担更重了。然而，管小花却毫无怨言，她

和丈夫廖东林携手承担起了家庭重任。

三个小孩常年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

碰、争吵拌嘴。在批评教育孩子时，廖东林

夫妇特别在意侄子的感受，尽可能地护着

他，廖文也会时时处处让着两个弟弟。

几年前，夫妻俩在于都县城租了一套房

子，请了几名工人，开了一间微型服装加工

厂，并得到了早年在广东务工时老板的大力

支持。尽管每天奔忙，但为让孩子接受更好

的教育，夫妻俩将三个孩子接到县城居住。

据学校的老师介绍，廖文学习刻苦，品

行端正，成绩优秀。虽然廖文的身世有点特

别，但他的叔叔、婶婶对他关爱有加，就像亲

生父母一样，经常会打电话或来学校了解他

的学习情况，关注他的生活点滴。正是因为

有了叔叔婶婶的陪护，廖文不仅不自卑，还

很乐观，这有助于他的健康成长。

对于老师的表扬，廖文却腼腆地说

道：“叔叔婶婶对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从

小护着我、照顾我，每天很辛苦，我一定要

好好读书，不辜负叔叔婶婶的希望。”

吃罢晚饭，叔叔婶婶要加班赶货，廖文将

碗筷洗好后，便走进房间开始写作业。不久，

廖东林走进房间问道：“文文，最近学习紧张

吗？明年要中考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刚才

婶婶问你明天想吃什么菜你没说。不要紧，想

吃什么就告诉我们。”廖东林的话音刚落，管小

花也走了进来：“文文，每天那么早上学，作业

写完了早点睡觉，要盖好被子来，别着凉了。”

虽然只是简短的问话，但足可看出廖

东林夫妻俩对侄子的关爱。廖文也很懂得

感恩，除了学习自觉，还时常会帮助叔叔婶

婶做些家务。

以叔当父
抚养侄儿15载
——于都县廖东林夫妻的大爱故事

□肖章荣 宋嘉华 记者余书福 文/图

“文文，天气冷，你要多穿点衣服，别

冻着了！”“文文，明天想吃什么菜，婶好

去买。”12月 23日晚 7时许，记者走进廖

东林的家，正巧他们在吃晚饭。餐桌上

除了廖东林夫妇，还有三个年龄相仿的

男孩，其中年龄最大的廖文（化名）是廖

东林的侄子。

侄子为何跟着叔叔婶婶生活？其背后

故事还得从2005年的那场车祸说起——

廖东林清楚地记得，2005年冬的一

天夜里，因母亲曾招发风湿病加重，哥哥

骑着摩托车载着父亲到药店去拿药，途

中不幸发生车祸，两位亲人永远地离开

了人世。

廖东林说，悲剧发生后，嫂子整天以

泪洗面，后改嫁重组家庭。哥哥去世，嫂

子改嫁，当时自己在广东务工，年幼的侄

子廖文、侄女廖玲（化名）只能交由母亲

照应。

“东林呀，我身体有病，文文、玲玲以

后就要靠你了！”母亲 15年前的这句叮

嘱，廖东林至今铭记在心。

年幼的侄子侄女需要抚养，患病的

母亲要人陪护，让 22岁的廖东林还没结

婚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瞬间感受

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艰辛。为了生计，

廖东林一边打工挣钱给孩子买奶粉，一

边带着母亲四处求医。对于廖东林来

说，2006年是他最艰难的一年，给母亲治

病花去 10多万元，背负了一身的债务。

为更好地照顾侄子侄女，廖东林决定

回家创业。看到廖东林每天没日没夜地

忙活，侄女的外婆主动提出照看外孙女。

日子在平淡中一天天度过，为了不

让侄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廖东林对

廖文疼爱有加，从未与他讲过那段伤心

往事。上小学后，廖文时不时会问：“叔

叔，我爸爸妈妈去哪里了？他们怎么不

回家？”面对侄子的问话，廖东林总说：

“你爸妈在好远的地方打工，等赚到钱就

会回家。”

一天，廖文与同村的孩子发生口角，

被骂是没人要的“野孩子”。廖文哭着问

廖东林：“叔叔，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野

孩子，你不是说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

吗？”侄子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廖东林的心

里，他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把那段

往事如实地告诉了廖文。

把积郁已久的心事说出来，廖东林

如释重负，他将廖文紧紧搂在怀中：“文

文，不要怕，我和婶婶会一直陪着你的。”

此后，廖文再没有追问过自己的身世，变

得更加自立、懂事。

在叔叔婶婶的关爱下，廖文得以健康成

长，当地政府也没有忘记对廖文、廖玲姐弟

俩的关爱和帮扶。扶贫工作开展后，姐弟俩

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有了党和政府的政

策扶持，廖东林夫妻俩在银坑老家为侄子侄

女建了一层新房。经申请核实，姐弟俩虽有

3万元的建房补贴，廖东林夫妇还是出资了

几万元钱。于是有人暗地里问廖东林：“你

们将侄子抚养成人就已经仁至义尽了，还给

他盖房子，值得吗？”

对此，廖东林说：“不管值不值，文文长大

后总该有个自己的家。”

廖文是不幸的，未满周岁就失去了父母

的关爱。然而，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待他

如同亲生父母的叔叔婶婶。15年来，廖东林

夫妇对侄子不离不弃、关怀备至，让廖文有

了一个温暖的家。廖东林夫妇十几年如一

日的大爱善举，也赢得了众多乡邻的好评。

银坑镇营下村村民廖光忠说：“作为邻

居，我们看到廖东林两夫妻像亲生父母一样，

一把屎一把尿将侄子拉扯大，真是蛮辛苦。”

说起廖东林两夫妻，村民廖东海竖起大

拇指夸赞：“作为叔叔婶婶，能把侄子接到于

都城里读书，还在老家给他盖房子，这不是

一般人能做到的。都说好人有好报，廖东林

自己心好，还娶了个好老婆。”

对于乡邻们的称赞，廖东林夫妻俩觉得

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侄子能健康成长是他

们的最大心愿。

十余年来，廖东林和妻子携手抚养侄

子，有汗水，有泪水，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夫妻俩用点点滴滴的小事，汇聚成真善美

的大爱，用平凡而朴实的善行，演绎的至爱

亲情故事，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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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东林和侄子（右一）、两个儿子坐在一起谈心。

近年来，多部国产动漫作品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以中国式

的表达方式、中国式的画风，将继承

与创新完美融合在一起，并取得了

巨大成功。其实，国产动画与传统

文化的结合早已有之，并且拥有长

久历史。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亚洲

第一部有声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就

将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和山水画风格

运用到了影片当中，人物设计和动

画打斗场面也融入了中国戏剧元

素，具有极其浓厚的民族特色。

近年来，国漫与传统文化的结

合再次迎来了蓬勃发展趋势，笔者

认为，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观众对于动

漫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无论年纪

长 幼 ，都 愿 意 享 受 动 漫 带 来 的 乐

趣。因此，当下动漫作品拥有巨大

市场。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了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依据传统故

事改编、受中国传统文化滋润下的

国漫作品，在内容上更亲近本土观

众，更容易被大家接受。此外，随着

制作技术进步，许多在过去难以表

达出来的内容，如今也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加以展现了，这也是国风动

漫兴起的重要原因。

国漫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可

以丰富国漫题材，更有利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动漫这种

更契合年轻人喜好的表达方式展现

传统文化，有助于传统文化走进人

们的生活，为文创产业注入新鲜血

液。同时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在故

事中感受中国优秀文化的熏陶，也

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继承与弘

扬。此外，融入中国元素、搭载中国

传统文化并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国

产动画取得了成功，甚至在海外广

泛传播，这让中国逐渐从动漫输入

大国向输出大国转变。不仅让海外

观众通过更多中国动漫作品领略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增

强文化自信并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

力。

当然，国漫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目

前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些动漫在

制作过程当中过于拘谨，从主题和立

意上还是难以摆脱原著，从而限制了

创作空间。同时创新能力还有待提

升，许多作品无合理剧情支撑，同质

化、概念化频频被观众诟病，使人看

了之后觉得单一化、套路化，难以满

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

国漫与传统文化结合是大有可

为的。笔者认为，这种结合需要在

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国风动漫

并非只是传统文化和动漫的简单叠

加或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而是要

真正产生对观众的文化吸附力，这

就离不开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改

编，要对经典进行新的演绎，让观众

感觉既亲切又新鲜。同时，国漫与

传统文化的结合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文化深度。许多传统技艺和文化轶

事都具有深刻内涵，国漫在与传统

文化融合的同时还要赋予作品灵魂

及思想内核。此外，还应加强动漫

行业的人才挖掘，培养具有复合发

展能力的专业型人才，更要打造包

括文学、游戏、玩具、服饰、主题乐园

等衍生品的完整产业链，提升国漫

的文创附加值。

乐见国漫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邱俊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