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子在西安的一家外贸公司上
班，一个月下来也才 4000 元。面
对我要钱的举动，她一直很大度，
这也让我十分感动，每次我都信誓
旦旦地承诺 ：“等我毕业就好了！”

但随着要钱次数的增多，数额
越来越大，好脾气的郑丽也忍不住
了。前不久，郑丽毫不客气地说：“你
们家真是个‘无底洞’，过年才给了
4000 元，现在又来要。你弟弟都
是有工作的人了，而你还是个学生，
你拿什么给他？这些钱我们是怎么
辛苦攒下来的，你家里人知道吗？
对你爸妈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其实
你过得还不一定有你弟弟好，你就
活在自己的面子里！”

我承认，尽管妻子没错，但我
仍自私地反感着她的话。我固执
地想要回报家人，还想着自己毕业
在即，她为什么就不能多忍一段时
间？为此，我俩吵了无数次架，我
因此也没再指望她能再给我钱去
堵父母的嘴。 

后来，我的一 位学长将我介
绍到西安一家公司做财务核算，没
有多少活儿，但每 个月大概能有
1500 元的收入。我把这个消息告
诉了父母，他们高兴坏了，连夸我
能干，书都没读完就能挣钱。母
亲说 ：“你读了书，真的出息了，小
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以后得让整个
大家庭都沾沾你的光。”我连连答

应。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初尝的

这一点点甜头居然让我的境况更加
难堪。此后，不仅家里要“照顾”
的事情越来越多，原本简朴的爸妈
也跟着“奢华”起来。有一次，爸
爸找 我要 500 元，说 是隔壁 家
小孩结婚要送彩礼。我很纳
闷，因为按照麻阳农村的习
俗，送 100 元的红包就够了，
怎么会要 500 元呢？电话那
头，母亲又再自然不过地回答：

“以前家里穷，出不起份子钱，
可现在不一样了，谁不知道
我们家出了个博士？所以这份
子钱不仅要出，还得多出，我
们这不也是在给你挣面子吗？”
听了母亲的话，我突然有了一
种从前不曾有过的难受。因
为当时我的身上，也仅仅剩
下了 500 元。

还 有半 年， 我 就 要 毕业了，
我的父母也热衷于时不时在邻居
面前将我拿出来夸耀一番。可他
们的热情让我焦虑——赡养父母，
扶持弟弟，还有乡村通过父母传递
过来的人情负担……如此种种，在
我还是学生时便能不假思索地索
取，那我工作后又是怎样一番境
地？偶尔我会羡慕身边跟我一般大
小的同龄人——也许没有高学历，
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有车、有房，

而我除了一个好听的名声，还有来
自家乡的似乎永远也还不完的“债”
之外，还有什么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
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
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并在制度模 式、筹资方 式、
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

本一致。基 金筹集采取个人缴、
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
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
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
给予 50% 的补助。

虽然农村长期存在的“负福
利”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
解决，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反哺族”现象应有
望得到逐步缓解。

在不少人的观念
里，父母养育子女理所
当然，子女奉养父母
也是天经地义——这
既是道德要求，亦有
法律依据，本无可置

疑。然而，正是这种“天
经地义”，如今却在伤害
着刚从农村跨入城市的这
一代人的“肌体”。以父
母为中心，扩展到亲朋
好友、邻里村庄的庞大

索取群体，让“反哺族”在
亲情的压力下，选择以自己

的梦想为代价，或是节
衣缩食牺牲掉生活质量，
或是为求高薪放弃掉事
业追求，吃力地满足着
一个又一个要求，虽然
痛苦，却强颜欢笑。

其实，养育之
恩，不应异化为“亲

情利润”，成为某些急功近利的父
母以及兄弟姐妹的物质变现的手段
和工具。在经济上，父母与子女或
者兄妹（弟）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理
性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变成相互之
间的“提款机”。尤其是对于刚刚
起步的年轻人，父母应该给他们一
个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在孩子工
作之初就急切地要将“数十年含辛
茹苦”兑现成票子、房子，很容易
造成“透支”，折断子女（弟妹）尚
不丰满的羽翼。

而对于子女（弟妹）来说，回
报亲恩固然重要，但量力而行、合
理沟通则更有利于家庭情感与自身
事业的良性发展。一味的应承与满
足，让远在家乡的父母等难于感受
到子女的真实压力，亲情的价码容
易越开越大甚至失控；同时，放下
面子，学会倾诉，才能让自己在力
所不及时获得父母亲人的体谅与宽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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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大姐，如果弟妹真
的生活困难，那我多为家庭付出一
些也是应该的；如果可以因此而让
父母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我也是
乐意的——但现实情况却让我有
些难以接受。这些年，妹妹和妹夫
一直在广州做批发生意，攒了不少
钱，2011 年还购置了小轿车；弟弟
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一年下来
也有六七万。再看看我自己，2008
年汽车站改制，我被迫购买了一部
分股份才得以保住工作，现在工资
加补贴每个月也就 3000 元。这么
一算，我反倒比他们赚得少。

2009 年，我和丈夫计划在县

城买套新房，钱不够，我们两个找
朋友和同事借了不少。借钱买房，
这事说给家人听他们都会不信，但
即便他们信，我也不会说——其实，

“大学生”的身份曾经让我自豪了
很久，加上我丈夫还是双峰县城
某单位的领导，每次回老家，邻居
都会来一句“工人干部又回来探亲
了”，我的确很受用。也正因为如此，
如果要我坦白买房的钱都拿不出，

“工人干部”赚得还没打工的人多，
我还真说不出口。

虽然不少时候，因为这份虚荣
我都在打肿脸充胖子，但这次，父
亲的安葬费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妥

协——我的孩子快要结婚了，我得
多存点钱替他在长沙买套房子；我
的公公婆婆也一直由我们夫妻两赡
养，老公那边的兄妹也都还得照顾
点。这样的压力下还要我一下子拿
出 4 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只是，
亲戚们不会理解我的难处。大吵一
架后，我还是出了近3万元的安葬费。
尽管如此，因为没能对父亲的丧事
做到“大包大揽”，村里的长辈还是
给了我一个“太自私”的评价。有时
候会觉得灰心，既被“啃老”又被“老
啃”，一年到头都为别人而忙，最后
还要落得个挨骂的下场，其中苦楚，
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既被“啃老”又被“老啃”，长辈仍说我“太自私”

还不清的“亲情债”
过完年没几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写论文，想着今年能够顺利毕业，找个好工作尽快挣钱。回校后没多

久，爸妈的电话便追来了：“你弟弟他想换个好一点的工作，需要打点关系。你和你老婆商量一下，拿点钱出
来给你弟弟应应急……”电话那头的吩咐直接而自然，而我却在他们挂掉电话后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我叫刘伟（化名），麻阳县兰里村的街坊邻居都喊我“伟哥”。并不是我年纪大，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屈指可
数的博士生。这个身份给父母带来了荣耀，给为我而辍学的弟弟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和妻子带来了苦涩——如
今，尽管我仍身在象牙塔，债务却在亲情与报恩的裹挟下呼啸而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亏欠弟弟，穷学生背上亲情债
我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

一亩三分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经
济来源。为了供我读书，我唯一的
弟弟刘业（化名）辍了学。2011 年
6 月，我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
生。这个消息在麻阳县城传开了，
一家人都非常高兴——除了弟弟。
我的成功，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灰
暗，他对我也愈发冷漠。母亲对此
非常无奈，她常跟我说 ：“自从你
考上博士后，你弟就像变了一个人。
好不容易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又不肯
好好干，整天游手好闲。如今你出
息了，可得多帮帮你弟弟。”

弟弟的付出我看在眼里，除了
觉得亏欠于他，我更多的是感激。

在学校时，我有事没事就给他打电
话拉家常，跟他讲讲外面的世界；
我也会邮寄一些读书笔记给他，想
让他多学点知识。直到有一次，我
像往常一样给他寄了两本读书笔记
后，却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哥，
我缺钱。”

仿佛终于将要钱的话说出来
后，那些一直被自尊心所隐匿起
来的东西便找到了出口——从那以
后，我曾依恋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无
底洞”：两年间，置办家具 3000 元，
父 母 生 病 4000 元， 弟 弟 买 电 脑
2000 元、买手机 1000 元，村里的
人情往来等等——前前后后加起
来，大概将近 2 万元。

2 万元，说多不多，但对于一
个学生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每个月能拿到学校的生活补贴
1000 元，除此之外还经常在外打
零工，但这些收入加起来，也只
能满足我自己的开销——更何况，
我刚在 2012 年 7 月结婚，妻子郑
丽（化名）不嫌弃我是个穷学生，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大家”遇
上自己的“小家”，我两头都想顾，
却往往只顾到了一头——我觉得自
己欠着弟弟的，所以但凡家里开口，
我都想尽办法满足。实在没招了，
我就只能腆着脸找妻子要——男
子汉大丈夫，天知道这有多难！

“大家”“小家”难两全

■各方声音

难以拒绝的“反哺”
“反哺”群体有着城里人未

经历的故事和难以理解的心结。
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
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
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并
不是一段充满玫瑰色想象的浪漫
历程，相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
那是沉重的往事：为了供子女上
大学，贫苦的农民父母穷尽一生
积蓄，东借西挪，或者举家族之
力才勉强凑足学费，甚至被迫做
出其他牺牲，比如适龄的兄弟姐
妹放弃上学，外出打工为家庭分
担经济负担。当寄托着家庭甚至
家族希望的大学生们毕业并在城
市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

向家庭“还债”的问题。
当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财政

兜底埋单的退休金、社保时，农
村里年迈的父母们，要么仍和他
们的长辈一样，按世代流传下来
的传统由子女赡养，要么把求助
的手伸向远在城市谋生的子女们。
只有极少数孤寡的农村老人，才
可能享受到公共养老院的供养。

而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子
女的“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
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
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
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
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
拒绝。                （新华每日电讯）

“反哺族”不能承受之重
陈成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

农村的家庭—— 这样的“反哺”
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社会现象。因为农村“养老保险”
保障能力不足、大病医保还多处
于试点阶段等诸多原因，大部分

“反哺族”的父母都过着“自负自
责”的生活。一旦有什么事，老人
只好向在城市里谋生的孩子求助。
而另一方面，从农村打拼到城市
的年轻人会从朴素的亲情伦理角
度自觉对亲人进行“反哺”。但实
际上，这份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
担，不应该完全由这些并不算强
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
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
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只不
过，目前这些“责任账”很大程

度上由“反哺族”偿还了而已。
要突破目前困境，只有从继

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上下功夫，
让更多现代化的制度、要素从城
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进步、农
民增收；让更多的社会保障制度
顾及到农民，让他们能享受到与
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
进一步改善观念。农村老观念里
往往对高学历的孩子抱有过高的
期望，认为高学历就等同于高收
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
些大学生因为求职不易、城市生
活成本高昂等原因，反倒成了新的

“弱势群体”。这时再对他们予取
予求，既不利于子女发展，也易
带来矛盾。

或许，也只有当农村发展不
再滞后，旧的观念有所改变时，“反
哺族”方能轻松一些。

反哺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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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报答才算感恩啊，我的父老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