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是每
个恋爱中人都想听到的话语， 它
朴实、 深沉， 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前段时间， 广西柳州市鱼峰
区元江社区组织老党员去柳州市
工业博物馆参观， 有一对老夫妻
话语不多， 却令人羡慕： 老先生
一路走一路细读展区的简介， 不
时轻声问老伴 “懂了吗” “清楚
了吗”。 老太太总是笑吟吟的， 懂
了的， 就点点头； 不清楚的， 就
请老先生 “你再说说……” 两人
一个个展区 “读” 过去、 评过去，
“读” 不到一半， 就与同去的老党
员们拉开了较大距离。

老先生不好意思地对陪伴他
们的社区 工 作 人 员 张 燕 羽 说 ：
“我和妻子都太喜欢这些了， 她的
眼睛看不清， 我得读给她听。” 老
先生刚说完 ， 老太太就补充说 ：
“老头子也年纪大了 ， 我得陪着
他。” 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 老两
口从走进博物馆 ， 就十指相扣 ，
从未撒开过手， 到底是谁在照顾
谁 ？ “习惯了 ， 不牵着他 （她 ）
的手， 我不放心！” 老两口异口同

声地向工作人员解释道。 这对老
夫妻就是 87 岁的骆志忠和 82 岁
的老伴熊燕兰， 从 64 年前牵手至
今， 相敬如宾， 从未吵过架。 至
今出行， 都是十指相扣、 牵手而
行。

面对同行人们羡慕的眼光 ，
骆志忠笑着回答说 ： “年轻时 ，
我们把时间精力分给了工作和孩
子、 老人， 没时间生气吵架。 真
正的二人世界是从退休后才开始，
舍不得吵架。”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 都爱
承诺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我
们结婚前没谈过恋爱， 是她好朋
友做的媒， 也是这样互敬互爱走
过来的。” 骆志忠微笑着回忆说，
那时他们两家都住在柳州市中心
的映山街， 斜对门。 他大老伴 5
岁 ， 从小相识 ， 只是很少说话 。
他是家中独子， 五岁时父亲病逝，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很坚强，
靠挑水卖供他上了私塾。 熊燕兰
的家一样困苦， 她和妹妹都因家
贫而未进过学堂， 租住在映山街
上， 靠卖菜为生。 解放后上夜校

学会认字、 计算。 18 岁嫁给骆志
忠时， 两家大人对他们说： 都是
苦出来的， 互不嫌弃， 认真过日
子。

父母的一句话， 让这对患难
夫妻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骆志忠的大女儿说： “父亲
一向对妻儿倾其所有 、 只苦自
己 。” 虽是八十多高龄的老人 ，
但在儿女眼里， 父母亲越来越像
年轻的恋人， 总是寸步不离， 每
天都有说不完的快乐事。

周一海 (广西)

一天， 下班回
到家， 我发现客厅
桌上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老
婆， 饭在锅里， 我
在楼下下棋。” 我
正想着今天是啥纪
念日的时候， 忽然
发现纸条折起来的
部分还有几个字：
“等你做菜！”

方文杰 （湖北）

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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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物语

她是一个对感情极其专一
的人， 典型贤妻良母， 整日相
夫教子， 满足而幸福。 可是有
一天， 不经意间， 她发现， 她
那么信任的老公， 竟然有了外
遇。

母亲来看她， 平静地听她
诉苦， 不打断她。 等她说完了，
望望院子里的灿烂阳光 ， 说
“农历七月七 ， 家家晒东西 。
来， 我帮你， 把家里的被子晒
一晒。”

她极不情愿地翻出家里所
有的被褥， 和母亲一起， 一条
一条地晾晒在阳光下。 母亲耐
心地用手拍打着每条棉絮， 说，
这样就松软了， 不然都纠结在
一起了， 就不保暖了。 母亲看
她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 定期
晾晒有好处。 生活中， 需要晾
晒的东西很多， 包括爱情。

一句话拨动她的心弦。 母
亲走后， 她回到屋里， 寻找她
与老公相爱的证据 。 相册里 ，
她与老公亲密相拥。 墙上， 婚
纱照透出幸福与甜蜜。 他送她
的生日礼物 ， 每年都有惊喜 ，
都各不相同 。 他不在的时候 ，
因为思念， 她写日记， 三大本
日记， 每一页都写满爱。 她忽
然间明白了母亲的心意。 晾晒
爱情， 才能找出症结所在———
那就是什么时候， 爱情悄悄从
身边溜走了。 因为知道爱情的
链环断在了哪里， 才能好好地
重新把它接起来。

她坐在地板上， 慢慢回想
她的婚姻生活。 是的， 原因找
到了。 是她， 在生了儿子以后，
把心思全放在儿子身上， 忽视
了他的存在， 忽略了他的生理
与精神需求。 她知道自己如此
心痛， 是因为爱他。 可是人海
茫茫， 哪里找他去？ 她想起冰
心 曾 对 铁 凝 说 过 的 那 句 话 ：
“爱是等来的 ， 不是找来的 。”
她的心， 因此而释然。 她写日
记， 写下彼此自相识以来的每
个心手相牵的日子， 写下自己
的思念心情。

当老公风尘仆仆地出现在
她面前， 她递上日记， 然后走
到一边， 眼望窗外， 静静地等
待。

老公一怔， 以为躲不过的
一场争吵与责骂一定会来。 现
在看她如此沉静， 心里反而有
了好奇。 接过日记， 细细翻阅，
老公泪光晶莹， 与她紧紧相拥。

夏爱华 (新疆)

如今的家庭大都只有一两个孩
子， 孩子从小就被若干人万般爱
护， 其实有些 “爱” 并非恰当。 以
下六种为家庭教养中的典型问题：

害怕哭闹 由于从小迁就孩子，
孩子在不顺心时以哭闹、 不吃饭
来要挟父母。 溺爱的父母就只好
哄骗、 依从、 迁就。 害怕孩子哭
闹的父母是无能的父母； 打骂爸
妈的孩子会变成无情的逆子， 这
些都会在孩子性格中播下了自私、
无情、 任性和缺乏自制力的种子。

剥夺独立 为了绝对安全， 父
母不让孩子走出家门， 也不许他
和别的小朋友玩。 更有甚者， 有
的孩子成了 “小尾巴”， 时刻不能

离开父母或老人一步。 这样的孩
子会变得胆小， 丧失自信， 养成
依赖心理。

大惊小怪 本来 “初生牛犊不
怕虎”， 孩子不怕水， 不怕黑， 不
怕摔跤， 不怕病痛。 摔跤以后往
往自己不声不响爬起来继续玩 。
后来为什么有的孩子胆小爱哭了
呢？ 那往往是父母和祖父母造成
的， 孩子有病痛时表现惊慌失措
或过分担忧， 这会给孩子打下懦
弱的烙印。

祈求央告 边哄边求孩子吃饭
睡觉， 答应给孩子讲 3 个故事才
把饭吃完。 孩子的心理是你越央
求他， 他越扭捏作态， 不但不能

明辨是非， 培养不出责任心和落
落大方的性格， 而且也会丧失教
育威信。

生活懒散 允许孩子饮食起
居、 玩耍学习没有规律， 睡懒觉，
不吃饭， 白天游游荡荡， 晚上看
电视到深夜等， 这样的孩子长大
后缺乏上进心、 好奇心， 做事心
猿意马， 有始无终。

轻易满足 孩子要什么就给什
么， 有的父母还给幼儿和小学生
很多零花钱， 孩子的满足就更轻
易了。 这种孩子必然养成不珍惜
物品、 讲究物质享受、 浪费金钱
和不体贴他人的性格。

北京回龙观医院 贺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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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爱是陪伴

家庭教养中的六种典型问题模式

爱情需要定期晾晒

折起来的纸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