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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初筹办妇女类杂志到现

在，中国家庭生活第一刊《家庭》杂志已经走过

了快40年的岁月。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

革开放的前沿中诞生，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不断发展，由最初发行两三万本的小杂志，发

展成为深入人心的大刊名刊，并在2002年组建

了中国首家期刊集团。

从忌讳提“家庭”到“家庭”效应

我上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校门分配到

广东省妇联，当时很不安心，妇联工作和我的志

趣相去甚远。第二年，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机

会，让我终于有了实现理想和追求的希望。

当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得天

时、地利优势，又占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很多

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1980年11月，广东省委

第一书记到广东省妇联视察并座谈时提出，辽

宁有本《妇女》杂志，广东也可以办一本。当时，

全国只有《中国妇女》《内蒙古妇女》和《妇女》三

家妇女期刊，在省委书记的关心支持下，1981

年6月，我们正式筹备成立《广东妇女》杂志社。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且没有办刊经验，《广东

妇女》从内容到读者群都非常狭窄，既局限在

“广东”，又局限在“妇女”。占51%的男人不看，

个别男人看时为免遭人取笑，还偷偷把封面撕

掉。年轻姑娘也不订阅，因为在她们眼中，妇女

是指结婚生了孩子的女人。结果，《广东妇女》一

半卖一半送，销量不过两三万，这使我们意识刊

物必须全面改版。

然而，改什么？如何改？刊名改得好不好，将

直接影响到整个改版的成败。思想解放是改革

开放的先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得益于思想

解放的先行。当时，我们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

见，吴有恒、秦牧等也都纷纷出谋献策。短短时

间，我们征集到的刊名就有数十个之多，五花八

门，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偏向

“家庭与社会”这一类，基本共识是：极左时期，

人们都不敢提“家庭”二字，谁有“家庭观念”，谁

的思想就有问题，谁就要“斗私批修”，要脱胎换

骨地改造。那些样板戏中的“英雄”个个都没家。

《海港》中的方海珍有没有丈夫不知道；《龙江

颂》中的江水英上无老下无小，更没有夫君在

家，得了病还要喝别人送的鸡汤；《沙家浜》中的

阿庆嫂，虽说是个有丈夫的人，可阿庆跑单帮去

了，茶馆还是一个人。《红灯记》倒有个家，可祖

孙三代是不同血缘的“革命部落”。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强盛

的国家，非常有必要办一份描绘社会细胞的刊

物，且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在是否取名《家庭》

这个问题上，大家又是意见纷纷。有人反对说，

这会引起误解，“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妇女走出

家庭，中国妇女运动搞了几十年，还不是为了解

放妇女，如果办个刊物叫《家庭》，这不是主张妇

女从社会回到家庭中去吗？应该叫《家庭与社

会》，谁也挑不出毛病。”那时，我们自己也觉得

《家庭》这个刊名不好接受。人家问起你在哪儿

工作，你说在《家庭》杂志，觉得很难听。然而，改

革开放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冲破原有

一些禁锢的观念和误区。从1983年1期起，《广

东妇女》终于改名《家庭》。谁没有家庭？谁不爱

家庭？《家庭》这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且有特色

和新意的刊名，就这样在众多的刊名中脱颖而

出。开宗明义，本刊就是研究家庭的，办刊宗旨

就是在婚姻家庭领域倡导精神文明、促进生活

方式的变革、竭诚帮助读者营造幸福美满的家

庭。随着刊名的更改和办刊宗旨的变动，刊物从

栏目、内容到受众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3年第1期，刊物印数就从3万升到20万，

尔后是30万、50万、80万，一路飙升，1984年，

150万，到了1987年，《家庭》月发行量竟高达

278万。在全国同类刊物中，《家庭》发行量遥居

首位。

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当时惟一一家以恋

爱、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综合性月刊，《家庭》改

版的成功，在中国期刊界搅起了一股冲击波。步

《家庭》后尘，各种跟“家庭”二字关联的杂志纷

纷问世，继而，连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都有了“家

庭”版。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家庭”效应，促使

我们给“家庭”进行了商标注册。更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家庭》登上了1988年出版的《世界新

学科总览》，其中“家庭”条目中写到：“几年来，

以研究家庭为对象的杂志相继创刊，有广州的

《家庭》等。”

作家讲心事的朋友

广东是新观念、新事物、新潮流的“南风

窗”。《家庭》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文化含量。为使

刊物办出档次和特色，《家庭》跨新闻、文学、学

术三界，聚合一大批作家、专家和学者，这在当

时期刊界是很罕见的。

早在 1987年，我们就提出一个文学新概

念：“家庭文学”。诗人、作家洪洋专为这一“新概

念”撰文发表在《文艺报》上。全国许多著名作家

都为《家庭》寄来佳作，王蒙、从维熙、秦牧、徐

迟、碧野、柯岩、陈建功、韶华、汪曾祺、李国文、

张贤亮、莫应丰、叶兆言、俞天白、苏叔阳、陈国

凯、王安忆、张抗抗、毕淑敏……200多万份的

月发行量，其传播效应让任何文学刊物都望尘

莫及。程乃珊说：“我没想到在《家庭》影响会那

么大。连上海弄堂里的大妈都说看到了。”这些

名家的“家庭问题小说”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

而且通过《家庭》这个载体，营造出一块新的文

学生态区。

1989年，著名归侨女作家陈慧瑛为《家庭》

撰写了习近平和彭丽媛的爱情故

事，首次翔实披露其幸福美满的

婚姻家庭生活，故事温馨感人，

文章字字珠玑，一经刊出，即刻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转

载。彭丽媛远在山东的妈妈看到《家庭》后很高

兴，第一时间把这期杂志寄到女儿手中。1990

年，贾平凹开始为《家庭》撰稿，继而开设“平凹

说家”专栏。贾平凹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文章

没有说教，不拿架子，角度新颖，自成一家，深受

读者欢迎。

1990年，中国作协“深圳创作之家”落成，

当时这里可谓中国文学创作的“南方大本营”，

全国作家们纷纷来到深圳这块热土。名家们路

过广州时，也总是会念到《家庭》。大家相约见个

面，谈谈文学，约约稿。岁月留痕，文学与《家庭》

的情缘越来越深。

《家庭》也成了作家们最可以讲心事的朋

友。1988年下半年，莫应丰给《家庭》写来《事到

如今悔也迟》一文，写的是关于离婚的故事。《家

庭》登出后，受到文坛广泛关注并被《新华文摘》

转载。莫应丰擅长书法，他在给我题字的同时，

还给《家庭》题了字——“愿天下家庭多幸事”。

开始，我并不知道他这篇文章和题字都是有感

而发，更万万没想到，他那掺和着内心的矛盾、

痛苦、悔恨和企盼的文章、题字，竟成了他的绝

笔和最后的遗愿。这年刚过完春节，我正要代表

杂志社前往长沙探望病榻中的莫应丰，忽闻他

已与世长辞。当时我好难过，也好后悔，如果早

走几天，兴许还能与他最后一别。带着深深的遗

憾和悲哀，我还是去了，去慰问他的家人。

那时候，每逢《家庭》开笔会，名家齐聚，高

手云集，也有个

别作家朋友跟我

们坦言内心不为

人所知的隐秘：“希

望能带妻子一起来，

回 去 就 要 办 离 婚

了。”我们理解，以诚

相待。婚姻好比鞋

子，合不合适只有自

己的脚趾头知道。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人的

思想观念的变化。为摆脱痛苦和重建幸福生活，

提高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文明离婚的形式无疑

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一次，张贤亮出访归国取道广州，我和同仁

在广州珠岛宾馆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那阵子，他

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正在国

内文坛引起轰动。席间，我们所谈的，除了文学

还是文学。之前，在深圳罗湖口岸关口，看着张

贤亮与跑过去迎接他的孩子，他们紧紧拥抱，父

子情深，令人感动。时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常务副

会长张锲，因工作关系，到深圳相对多一些，有

时张锲来了，我们也会赶去看看他。天长日久，

《家庭》凝聚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多，在文化圈里

影响也越来越大。名家们因一个“家”字而精心

打造的精品力作，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丰富的

社会内涵，又有动人的故事，提升了刊物的思想

品格和文化品位，让《家庭》以名牌期刊独特的

韵味和魅力在社会上产生更大影响，也满足了

社会转型期广大读者日益丰富的阅读需求。

1998年 5月，《家庭》月发行量突破300万份；

1999年1月，月发行近400万份，杂志的不少佳

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

生产“家庭理念”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屋檐下的变革也在不

断发生。国是大家庭，家是小社会。社会发展的

每次重大变革都反映在家庭的变化当中。多元

化的社会，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促使当代中国

家庭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种变动和发展

趋势可以概括为：家庭生活选择多样化，家庭关

系简单化和家庭问题特殊化。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1984年5月，刊社组

织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家庭问题的全国性学术

会议，近百名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家庭问题。会

后出版了论文专集《婚姻家庭探索》，发表了第

一个“家庭宣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

体都报道了这次会议。之后，这种国际性的学术

研讨会每隔3年召开一次，海内外专家、学者不

断探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继

而，我国第一个“家庭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我们

与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合作，先后进行了当代中

国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的调查、社会转型期中的

婚姻质量调查等多项有影响的全国性社会调

查，这些调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

婚姻家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婚姻家

庭的脉搏和动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章《人格

无价，她拒收68万丈夫转让金》一文，通过一个

下岗女工的婚变故事，努力挖掘出她在逆境中

自尊自强的人格，使之升华出“金钱有价，人格

无价”的闪光精神，视角新，观念新，导向明确，

有感人力量。该文刊出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

并同时被5家电影厂或电视台看中，要求买下

版权，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家庭》曾先后约请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

等撰写文章，将学术文章通俗化。上世纪80年代

末期，人们的购买力降低，尤其是购买文化消费

品的热情和能力俱降，很多刊物的销量都在下

跌，惟独《家庭》发行量稳步上升。

《家庭》成了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10年前的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

“家庭”作为中国首家期刊集团，已举办了8届

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这不仅是关于“家

庭”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助力，更是对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征文投稿邮箱：cnwriter@163.com

东北的大锅羊汤、大碗羊肉，其味醇香,全

国闻名。

生在东北农村的一个草原小村，我自小就

对一群群的绵羊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灶坑里树

枝子“啪啪”燃烧火焰上那口大锅里滚沸羊汤

的渴望，绝不亚于杀年猪时对汆白肉加血肠的

期盼。

俗话说：“牛羊一刀菜”。尤其是羊，体小价

廉，不像一头牛、一口肥猪，过去一般家庭是承

受不了的。村子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都是

宰羊祝贺，家里没羊的户也得买上几只，不然会

遭到村民耻笑，这已成了东北多年的风俗习惯。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我人生的几次重大

转折中，羊都付出过生命的代价，那一幕幕让我

至今难忘，让我对羊的牺牲乃至对人类的贡献，

打心眼里敬仰。

那是1980年7月，草原飘香的时季。17岁

的我初中毕业后，在全乡统一招考民办教师的

考试中，在几十人的激烈角逐中，考取了第一

名。这个消息，对一个祖辈务农的家庭来说，对

当时尚在温饱中苦苦挣扎的8口之家来说，对

这个多年没出过“人才”的偏僻小屯来说都是大

事件。父老乡亲奔走相传这个喜讯：“人家老丁

家孩子，考上老师了”！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我的

父母亲。

那天夜里，父母亲盘腿坐在土炕上，久久不

能入睡。月光在母亲瘦弱、苍白的脸上，洒着星

星点点的亮光。那晚父母就决定要好好祝贺一

下，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儿。那时还是“大帮

轰”，家里决定找生产队买一只绵羊。爸爸不爱

出头，第二天一大早还是母亲敲开了生产队队

长的家门。没曾想那个铁青脸的生产队长，一

口答应下来，并说：“这只羊不要钱，就算是生产

队的一份奖励，再说孩子也给咱屯争了光！”

就这样，一头不大的小羊，被爸爸从生产队

的大羊圈里牵回了院子。

爸爸胆小，他不敢挑大的牵，怕人家说三

道四。

院门口的桩子上，拴着小绵羊。或许是由

于一下子离群，小羊不断地用四蹄扒着地面，嘴

巴朝天咩咩叫个不停。我走过去捋着它身上柔

柔的毛，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我，你将

失去年轻的生命，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呢！”我把

墙角几棵青草连根拔起，放在羊的嘴角，羊终于

安静下来……

炕上炕下，炕桌地桌旁坐满了父老乡亲，一

碗碗羊肉上来了，一盆盆的羊汤端了上来……

立刻，肉香味伴着酒香溢满了我家两间小土

屋。那一声声朴实的夸奖和羡慕，那一句句温

暖的祝福和期望，让17岁的我脸红心跳，手忙

脚乱，不知所措。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从没有经

历过这么“大”的场面，在父亲的提醒下，我一一

给家乡父老敬酒。记得有一个邻居，杀羊的许

老伯喝多了，他眯着眼睛握住我的手不松开：

“大伯看你一小就有出息，你将来当了大官，大

伯还给你杀羊……”

他的话，很快被屋里粗门大嗓的说笑声淹

没了。

小羊的呼唤，让我这个17岁的孩子放下了

书包，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

难忘的1984年8月初秋，我和父母在草原

上打草。下午，我大妹小华从村里一口气跑到

草原，到处打听我和家人打草的方位。来到我

们面前时，看她上气不接下气，涨红的脸流着汗

道道。父母以为家里出事了，好半天大妹指着

我说：“大哥，你考上师范了，你老师到咱家送通

知书来了！”啊，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父母立

刻牵马上套，我们几口人坐在草车上，匆匆忙忙

往家赶，那一刻是我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刻。母

亲在草车上吸着旱烟，一串串烟圈美得有点像

草原上空的一朵朵蘑菇云，本来不会赶车的父

亲，也把马鞭高高举起，竟然甩出几个脆脆的响

儿……

那时，我正和爱人处着对象，她家就在我们

邻村，消息很快传了过去。女朋友家养了一群

羊，我未来的岳父、岳母高兴得什么也没说，在

羊群里专门挑了一只最大最肥的羊，让我带回

家。车厢里坐着我未来的爱人，露出小虎牙不

时冲我甜蜜地笑。

羊还是拴在门前那棵榆木桩上。羊还是四

蹄扒地，还是嘴巴朝天，咩咩地叫个不停。我跳

进园子，又在墙角拔了几棵带穗的青草，放在羊

的嘴边。馋嘴巴的羊终于慢慢安静下去……

这时，我家的老宅已经翻盖了，由两间变成

三间，一下宽敞了许多。

又是地上地下摆满了桌，这回来吃喜的好

像比原来人多，屋里也是挤得满登登的，一支支

旱烟的浓雾在屋里萦绕……

一盆飘着一层白油的羊汤，上面点缀星星

点点的茴香和香菜末，味道美极了。那一碗碗

羊肉炒芹菜、羊肉炒青椒、羊肉炖土豆都一一端

上桌来，比第一次丰盛许多。酒还是家乡产的

“老白干”，一碗碗相继倒满。爸爸虽然是文化

人，可他在这种隆重热烈的场面上，总是讲不好

话的，再说农村那时还不兴什么主持的。站了

几年讲台的我，一边给长辈敬酒，一边说着感谢

的话。村里有个叫孙国民的会计，有点文化水，

他喝得有几分醉意了，把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

一支钢笔掏了出来：“小利，我祝贺你金榜题名，

希望你用这支笔写出家乡的变化，写出你更美

好的人生！”

我接过这支浅灰色的钢笔，眼里满是感激，

这是喜宴上我接到的惟一的礼物。

酒干人散，这只羊几乎全被吞没了。忙

了一天没吃东西的母亲，脸颊一直是湿漉漉

的。母亲不吃羊肉，一闻到膻味就要吐好几

天。这回母亲没有吐，大概是因为儿子金榜

题名的大喜。

月色下的小院，我们品尝着母亲刚刚摘下

的一筐西红柿，品尝着这一纸通知书带给全家

人的幸福。

夜深了，在回屋睡觉时，我突然发现榆木桩

下那个拴羊的麻绳，还有地上一滩滩的血迹。

我捡起那细细的麻绳，心头一震，那只羊咩咩的

叫声又在我耳边响起。那是家乡父老的叮咛，

还是催我踏上新征程的号角呢？

又一只羊付出了生命！

时光如流水，又8个春秋过去了，那是1992

年，也是飘香的8月。那时我已调到通榆城郊

羊井中学工作。由于这些年一直勤奋笔耕，在

省、市报刊已崭露头角，小有名气。通榆广播电

视台的一张调令，让我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为

了一名新闻记者。我的老师，就是当年给我送

通榆师范学校通知书的李海峰先生，他握住我

的手激动地说：“你凭实力为家乡争光了，你是

我最骄傲的学生！”

那时，海峰老师已是羊井中学的校长。他

激动地对老师们说：“我的学生当记者了，咱们

就弄只小羊为他饯行，为他祝贺！”

第二天，我在校门口的树桩上，发现一只

长角的山羊。这山羊不同绵羊，少了几分温

柔，多了些野性，两只锋利的长角不停地顶着

树桩，嘴巴下两缕长长的胡须，在风中漂浮着，

眼睛里写满了疑惑：“把我拴起来干什么，我要

自由！”

杀羊的场面，我没见到，我把脸埋藏在教室

课本的后面，听到山羊一声声凄惨的悲叫，我眼

里噙满泪水。又一只羊，在我前行的道路上献

出了骨肉和鲜血。

那天酒席上，我只吃了几口青菜，一口羊肉

没动，老师们问我咋不吃肉呢？我谎说山羊肉

太膻，享受不了。

浓厚的友情，在酒杯与酒杯相撞中深化；温

暖的祝福，在眼睛和眼睛的对视中滚动。

这天，我喝得酩酊大醉，和李老师合衣而眠

在学校的宿舍里……

夜里，我梦见了那只山羊，它一边捋着胡

须，一边告诫我：“你不要辜负我们这弱小生灵

的付出，道路还遥远，前途无量，我们在前面等

着你！”

我醒了，吓出一身冷汗。身旁的李老师打

着呼噜，睡得好香。我悄悄起身，在星光下寂静

的校园里久久徘徊。

这么多年，为我的成长铺路付出牺牲和代

价的有多少亲人、老师和朋友，我的父母亲相继

倒下了，我的许老伯、海峰老师先后病故了……

我报答他们的方式只有更好地往前走。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常常在梦里看到

前面不远的人生路口，又有羊在咩咩呼唤……

羊在前路呼唤羊在前路呼唤
□□丁丁 利利

一本刊物的成长岁月一本刊物的成长岁月
□□莲莲 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