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通泰街，四代同堂的张国仁和家人在一起。 记者 童迪 摄

廖利飞和两个混血儿子小龙
和青龙。

长沙摩天轮附近，有一
家名叫“阿罗哈”的小店，店
里的披萨和鲜榨果汁在长
沙吃货圈里颇有名气。但更
引人注目的，是老板廖利飞
和她的美国老公安东尼，还
有他们的两个混血儿子小
龙和青龙。“小儿子龙三在
美国，过一阵也会接他来长
沙。”

廖利飞是长沙本地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安东尼，结
婚已近30年。 廖利飞抬起
头，骄傲地说：“他当时可是
对我一见钟情呢！” 而她与
丈夫的爱情故事，廖利飞直
言“没什么特别的”。“就跟
别的情侣一样， 也会送花、
吃饭、看电影。”廖利飞说，
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丈夫
早上出门工作前会亲亲
我。”

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廖
利飞和丈夫也会争吵，但最
终所有事都通过沟通来解
决。安东尼说，他们会争吵，
只是因为看问题太片面，只
要交换各自的想法，看问题
全面了，自然就好了。对廖
利飞和她的家人们来说，尊
重、包容、沟通无疑是最重
要的，而这个理念，他们一
直用行动在贯彻。无论是记
者想要采访或是拍照，廖利
飞说得最多的永远是“先问
问我丈夫和孩子的意见。”
安东尼则会说：“我妻子如
果同意的话那就没问题。”

结婚后， 廖利飞和安东
尼在美国住过很长一段时
间。 因为两个儿子小龙和青
龙都很想找个中国姑娘做妻
子， 所以夫妻俩就回长沙开
店了，希望能认识更多的人。

父亲一顿打
儿子离家3年

今年“国际家庭日” 的主题
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代际团结。意
在提醒所有社会成员重视家庭问
题，因为家人、代际间的成员关系
是否融洽， 已经关系到整个社会
的和谐。而株洲市民陈立新，就遭
遇着“代际关系”的考验。三年前，
儿子陈焦荣在遭遇父亲的一顿打
骂后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

全城寻找出走的儿子

陈立新的儿子陈焦荣原本是
一家铝合金店的学徒， 因与老板
发生纠纷，陈焦荣2008年遭到辞
退， 此后就不肯出去工作。2009
年6月的一天，陈立新教训了儿子
几句，两人争吵，气不过的陈立新
开始打儿子。

不想， 随后陈焦荣从家里偷
拿了几百块钱， 带着自己的户口
本和身份证，离家出走。三年来没
有半点音信， 陈立新和妻子每年
都出去找儿子，到处贴寻人启事。

回忆起打儿子的事情， 陈立
新说“肠子都悔青了”。他希望儿
子能赶快回来， 自己一定会好好
和他沟通。 如果您有陈焦荣的消
息 ， 请 拨 打 陈 立 新 的 电 话
15197397050， 帮助这个家庭早
日团聚。

处理代际关系先沟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长沙
秋实教育咨询中心主任丹妮表
示，陈立新首先需要反省，寻找问
题出在哪里， 孩子负气出走是不
是自己的责任， 是否对孩子关心
得不够， 是否没有好好跟孩子沟
通等。 找到问题后， 父亲再主动
跟孩子道歉， 用家庭的温暖和真
情感动孩子，带他回家。

“个体之间看待问题存在着
差异， 代沟存在是很正常的。”丹
妮老师说，代沟就像一条沟壑，家
人站在沟壑两边， 跨不过去但是
可以向着对方走去。 家庭成员间
应该包容地多为对方着想， 用沟
通去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

… 代沟处理

国际家庭：重视对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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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和
万事兴”，5月15日
是国际家庭日，今
年的主题是： 推进
社会融合和代际团
结。

长沙市民政局
数据显示：2012年
长沙每天有45个家
庭散伙，“感情不
和”占主因，“80后”
年轻夫妻成“主力
军”。幸福的家庭大
多相似， 不幸的家
庭各不相同。 而与
之相反， 长沙的多
数家庭， 却在用行
动践行“幸福”两
字。

■记者 李琪 彭可心
实习生 刘佳

长沙去年每天45个家庭“散伙”
“国际家庭日”前夕本报走访幸福家庭，为迷茫中的家庭支招

长沙市民政局数据显示，
2012年，长沙市全年登记在册
的结婚人数为76159对， 登记
在册的离婚人数为16507对。

其中，离婚人数与2011年
的15476对相比， 增加了1031
对，平均每天约有45个家庭散
伙。据透露，2011年，长沙市结
婚、 离婚人数比例首次超过了
5：1，目前仍在逐年增长。

感情不和成主因

14日， 记者在岳麓区、开
福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走访看
到，在“离婚原因”一栏，10对
夫妻有7对夫妻写着“感情不
和”， 两对夫妻写着“性格不
和”，其中一位女士写着“男方
外遇”。

“生活习惯不同，家庭成
员比如婆媳关系紧张等， 都是
原因。”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
员透露，离婚原因中还有买房、
拆迁等带来的“假离婚”。

妇联热线狙击家暴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妇代会
上了解到，近5年来长沙市妇联
共接到妇女来信来访3798件
次，多半为家庭婚姻纠纷，来信
来访涉及的主要内容为遭遇家
暴、处理离婚、财产分配等。

家暴是不少妇女在家庭生
活中遭遇的“阴霾”，为保障她
们家庭中的权益， 长沙市妇联
开创出“反家暴长沙模式”。目
前， 长沙市已开通12338妇女
维权热线， 成立市妇联法律讲
师团，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妇
女群众提供法律、政策、心理等
咨询帮助。

… 民政数据

“80后”夫妻
成离婚“主力军”

尊重包容
成就幸福家庭

与民政局数据显
示的不和谐因素相反
的是，在长沙各式各样
的家庭中，有幸福感的
不在少数。国际家庭日
前，本报记者挑选了其
中两个幸福家庭，去分
享一下他们处理家庭
关系的成功经验。

长沙通泰街街道盐道
坪社区茶馆巷内，有一幢两
层楼的老房子，里面住着一
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大
家长” 张国仁今年93岁了，
她老伴宋佑西已经去世，家
里有5个子女， 算起来有近
30口人。

因为家里人数众多，现
在和张国仁住在一起的是
小儿子宋光辉和其妻子欧
辉君，还有孙子、孙媳妇、曾
孙。但平时只要得闲，基本
上每周子女们都会过来聚
一聚。“虽然很多人觉得大
家族生活在一起有诸多不
便，但对于我们来说，最珍
贵的莫过于和家人在一起
了。”宋光辉说。

长沙人都喜欢吃辣椒，
但因为张国仁不吃辣，媳妇
欧辉君做菜都以清淡为主，
再在桌上摆上一碗干辣椒，
有需要的自己夹。“我们吃
菜都就着母亲，她想吃什么
我们做什么。”宋光辉说。

张国仁的大儿子宋树
林已经75岁，跟着子女住在
朝阳新村。 但只要身体允
许，他每周都会回家看看母
亲。“其他兄弟姐妹都一样，
得闲就过来走动走动。”宋
光辉说， 虽然是大家庭，但
互相从未吵过架，父亲住院
期间，不论是照顾父亲的职
责还是医药费，全家人都有
商有量。“我们一家人就像
一个人一样。”宋光辉说。

最让宋光辉高兴的日
子，就是逢年过节、家人齐
聚的时候。他们永远只坐一
桌，不分开坐。长辈上桌吃
饭，小辈站着夹菜，整个客
厅包得里三层外三层。

对于如此和睦的家庭，
宋光辉觉得是“一代传一
代”。“我和老婆看着我爸妈
学来谦让，我儿子、媳妇看
着我们学来包容，这种和谐
一代传一代，才造就了我们
大家庭的幸福。”

四代同堂：
有事商量着办

… 幸福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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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庭日，请你“晒幸福”

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本报邀你“晒幸福”，只
要你有全家福，不论甜蜜温馨，或幽默搞怪，欢迎登
录新浪、腾讯微博@三湘都市报，晒出专属于你们
一家的幸福，本报将于5月15日抽取数张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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