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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广告
责编/董富勇 李秀芹 审读/胡红亚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鸿燕
社会 A11

有指挥，有担当，有牺牲
兄弟姐妹和睦友爱

陆家是一个大家庭，陆孝本这一代有8个兄弟
姊妹，各自成家后，下一辈又有16个甥侄。若是三
代同堂在饭店聚个餐，起码得开4桌。

陆孝本走失后，几乎每个人都放下了手头的工
作。排行老六的哥哥陆唱石和最小的弟弟陆及义
作为最“年轻”的兄弟，在寻人过程中挑起大梁，小
辈也各自向公司请假，尽一份心力。

83岁的陆昌然排行老大，是这个家“发号施
令”的总指挥。哪怕是每次大小聚会，大多也是由
他提议，几个兄弟落实时间和地点。像这一次寻找
弟弟，直到半夜12点，他还在家里盯着手机，时不
时在微信群里提供意见。

“我上小学时，大哥已经参加工作了。那会儿他
每月的工资都会交给妈妈，照顾这个家和智力有缺
陷的陆孝本。”陆及义说。

在这个家里，值得敬重的还有陆小雅，人前背
后，闲话家常之余，大家必定要夸夸她的好。20年
前，母亲猝然离世，陆孝本需要人照顾，还没等兄
弟姊妹开口，刚退休的陆小雅就主动站了出来。因
为她说，她一人独居，而其他兄弟姐妹都有各自的
家庭。

陆孝本就像个孩子，照顾起来得事无巨细，有
时会莫名发脾气，有时还要哄着吃饭。陆小雅把重
担揽在肩头，其他兄弟姐妹便二话不说分摊了这个
兄弟所有的生活开支。

儿时骑在舅舅肩膀上出门玩
是小一辈美好的记忆

大家庭的和睦友爱，小辈们耳濡目染。虽然平
日里各忙各的，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但
一旦有事，不用召集，大伙儿便主动凑到一起。

就像这次，陆孝本的走失，年轻一辈的心急和
担忧绝不亚于长辈们。9月12日那天夜晚，在不断
获知更多的监控信息后，他们全体出动，分为6组，
奔波在宁波各个派出所。陆唱石的女儿怀孕6个
月，不肯在家待着等消息，也非要跟着去寻人；陆孝
本被找到后，陆小雅的儿子孙凌于凌晨2点把他接
回家，仔细检查他身上是否有伤痕，忙到半夜；为防
止这样的走失意外再次发生，陆唱石的女婿特地买
了一只定位手环……

对陆孝本，这些小辈们有一份特别的亲情。“以
前外婆在世时，她和舅舅是形影不离的。我两三岁
时外婆来我家待过几年，那时候的事情我都忘了，
可就是记得骑在舅舅肩膀上，逛解放南路的画面。”
孙凌告诉记者，小时候住在兴宁桥附近，舅舅有时
会带他出门玩。

陆孝本虽是长辈，但在孙凌看来，更像是自己
童年的一个玩伴，而这样美好的记忆几乎每个兄弟
姐妹都有。

“以前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事，这一次的经历
很难忘，也让我们这个大家庭走得更近。”这个大家
庭里，大家都这么表示。

记者 陈烨

本报讯（记者 陈烨）走失两天两夜的“老小
孩”陆孝本在中秋节当日被找回，这个大家庭终
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详见 9 月 13 日宁波晚报
A06版《团圆夜盼团圆，全城寻找“老小孩”》）。为
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家人第一时间给他配置了
定位手环，除此之外，还有件事迫切要做：向所有
帮助过他们的人答谢。

昨天下午，陆孝本的弟弟陆及义和外甥孙凌
赶到报社。这两天，他们托人制作了7面锦旗，
在把一面写有“宁波好媒体 阿拉好记者”的锦旗
赠予报社后，记者一路陪同他们前往姜山、首南、
钟公庙、东胜、月湖派出所以及邱隘“红平果”平
安志愿服务队。

陆孝本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更别提主动向他
人求助。陆家人始终觉得，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被找到，不是运气，是因为那么多人伸出了援
手。

赠送给相关部门、组织的锦旗，每一面上的
感谢语都是他们的心里话。一整个下午，他们奔
波在路上，说得最多的是“谢谢”，得到最多的回
应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回忆起9月12日深夜寻人的场景，陆家人至
今沉浸在满满的感动中。当时通过监控显示，陆
孝本走走停停，从海曙天一阁到姜山，再走到鄞
州紫郡小区，来回近40公里，涉及几个辖区。报
警后，几个派出所通力合作，通过监控视频明确
走失方向，这让家人们深深感受到“人民警察为
人民”的尽职尽责。“很多民警都是加班加点，如
果当晚寻不到人，他们甚至做好了整夜不休息的
准备。”

“这条路我们那天开了3回，这次再去，心情
真的大不相同。”在去姜山派出所的路上，陆及义
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在与记者交谈时，他也数次感谢报社给予的关
注。寻人新闻经广泛转发后发动了社会力量参与，
邱隘“红平果”平安志愿服务队迅速发起行动，志愿
者阮维勇和吕文胜两人深夜骑着电动自行车一路
寻找，最终传来好消息。令陆家人感动的是，他们
找到陆孝本后，生怕吓着他，还一路跟了很久。

“除了向民警、志愿者表达感谢外，另有一份
谢意想委托你们报社转达。在寻人期间，还有很
多朋友、很多陌生人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老人家属昨天花了3个小时
一连送出7面锦旗
他们委托本报向所有关心和帮助他们的人道声“谢谢”

■《团圆夜盼团圆，全城寻找“老小孩”》追踪

感动是相互的，陆家人感激社会各界的相助，大家也感动于这个家庭的团结。姐姐像照顾孩子一般照
顾陆孝本20年；走失那两天，陆家上下三四十人全体出动，或奔走在路上，或守在派出所。家人出了事，所
有人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被网友点赞这才是“最有爱的家庭”。

那么，这个“最有爱的家庭”是如何滋养着这么一份亲情的？记者在与陆家人接触时，体会到一句话：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时光。而这也是他们每个人传达的信念。

网友点赞：这才是“最有爱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