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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夫妻早离了婚，
但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而
假装生活在一起。

刘娟（化名） 和王平
（化名）结婚近20年，两人
育有一个女儿刘莉（化
名）。今年高考后，他们家
开了一个严肃的家庭会
议，刘莉万万没想到，自己
的父母居然在5年前就已
经离婚。

“孩子，我们的婚姻走
到头了。婚姻是一件事，我
们对你的爱是另一件事，
我们仍然会给你爱， 但我
们的婚姻走不下去了。”看
着女儿， 刘娟的语气很坚
定。回想起近5年来，父母
关系的亲疏， 以及父母对
自己毫无保留的爱， 刘莉
默默地选择了接受。

“物质上、 精神上，爸
妈都给了我最好的， 感谢
他们为了我隐忍了这么
久。”刘莉说，父母的关系
破裂， 其实从很多细微的
地方可以察觉， 他们的互
动少了， 还分居过2年，虽
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吵，
但自己能感觉得到。

刘娟说，选择在女儿
高考后公布离婚的事实，
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
习。“女儿成人了，也完成
了高考，今后的路，她可
以自己走下去。 对我们
来说，这10多年，我们曾
经试着去彼此接受对方，
可总是徒劳无功。也约好
等孩子完成高考，再公开
离婚的实情，让彼此都能
放飞。”

高考后一周，我省4146对夫妻办离婚
婚姻专家：他们对家庭有责任心，但不懂得正确沟通，要学会经营婚姻

近年来，高考过后都会迎来一波离婚潮。
7月8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2019年高考后一

周，全省办理离婚4146对，同比呈现递增趋势。
面对此时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试图进行调解的

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总感到力不从心，因为
他们选择高考后离婚，说明他们是有责任心的，也是
忍耐很久、难以挽回了。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6月17日上午， 在浏
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余先生和妻子前来要求
办理离婚。两人表情淡然，
愿意协议离婚。余先生说，
孩子刚刚高考完， 他也打
算把这段婚姻“告一段
落”，“我们早在几年前就
已经感情破裂， 怕影响到
孩子，才拖到这时候。”

为了尽可能挽救这段
婚姻， 工作人员建议他们
再考虑一下， 也可以选择
接受调解或心理疏导。

“不需要。” 余先生拒

绝了工作人员的劝慰，“好
不容易熬到孩子高考结
束，孩子上大学后，会有自
己的天地， 我们也不必再
坚持了。”

对此， 婚姻家庭调适
服务中心调解员也只能摇
头叹气。他说，按照以往的
经验， 孩子高考后前来离
婚的夫妻， 大多不愿意接
受调解，就算接受调解，成
功率也非常低。“他们都说
孩子高考结束后， 坚持的
动力没有了， 离婚的愿望
也就更迫切了。”

长沙市开福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对于高考后离婚的
中年夫妻， 劝和的难度相
当大，不过也有特例。

一周前， 有对夫妻来
民政局办离婚。 工作人员
打开户口本发现， 他们的
小孩18岁，刚参加完高考。

女方直言：“两人唯一
的话题就是孩子， 现在孩
子都已成人， 离婚不会对

他有什么影响。”工作人员
努力搓和：“父母的婚姻状
况将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
观，既然为孩子好，为什么
不肯重新接纳对方？ 而且
离婚这事， 还得和孩子先
商量吧？”

工作人员的劝说，让
这对夫妻陷入沉思， 他们
打算暂时不离， 再给彼此
一个缓和的空间， 看这段
婚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全国各地宗亲及我族亲朋：
湖南长沙塘冲周氏， 又称塘冲园周氏，

始迁祖荣禄公， 名字失考（因明朝末年战
乱， 谱牒丢失）， 旧称大郎公， 明洪武五年
（1372 年）自江西丰城铁树观（也有称铁树
宫或铁柱宫的）， 迁长沙临湘都塘冲， 即现
在的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杨桥村。

二世祖为应祥公。
三世祖为天秀公（字宝实）。
四世祖为益麟公（字振定）、益螽公（字斯羽）。
四世祖益麟公生两子：思文（字省掾）、

思武（无嗣）。 四世祖益螽公生四子：思敬（字
事信）、思胜（子正）、思广（字道全）、思园（名
字失考）。 自四世祖开始，分为上分和下分：
四世祖益麟公后裔，称上分，又称三合仓；四
世祖益螽公后裔，称下分，又称乾山岭。

长沙塘冲周氏，自始迁祖大郎公徙居临
湘都塘冲开始，后嗣子孙科名鼎盛，人才辈
出。在清朝一代，自雍正癸丑年（1733 年），到
光绪戊戌年（1898 年），塘冲周氏共出了 14
名进士、52 名举人。 中国从隋至清的千多年
间，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 通
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及第者皆赐
出身，称为进士。 通过省级政府考试及第者，
称为举人。 科举考中进士和举人的多少，往
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或氏族文风是否昌盛，
文化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
扬的重要标志。 我长沙塘冲周氏，出了这么
多的进士和举人，这在长沙、湖南甚至全国，
都是极其罕见的！ 湖湘文化巨擘周寿昌，是
湖湘文库两部撰写者，清朝时期的无神论者
周树槐，都是清朝进士，他们必将名留青史，
对湖湘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亦涌现
出大量能人志士，如解放战争时期为长沙和
平解放， 组建并保卫长沙秘密电台的周商

农、周传第等人，革命烈士周炳文、周振纯，
著名美术教育家周磊村，中国遗传药理学和
药物基因组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带头人、个体
化医学奠基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等，
这些人都出自长沙塘冲周氏。

长沙塘冲周氏谱首修为清朝康熙 61 年
（1722 年），由十二世周木菴主修，首修字派
为十六字：“应天（添）益思 尹（永）尚万世 继
承宗伯 亿兆大时”；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十七世周树槐主持五修塘冲周氏谱，续
增十六字派：“立本传家 宏延正学 象贤敦绍
文士廷光”；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周玉
爰主持八修塘冲周氏谱，续增十六字派：“成
达振声 同崇明德 肇祖建业 允昭鼎铭”。

今天 ， 距塘冲周氏谱最近一次编修
（1932 年）已经整整 86 年，为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继承祖先学优谦逊美德，发扬爱国敬
业精神，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我们
倡议九修塘冲周氏谱。

为了保证族谱资料的完整， 尽可能少遗
漏宗亲， 我们通过网络平台， 呼唤塘冲周氏
宗亲及社会友好人士，请向我们提供塘冲周
氏谱八修老谱信息，我们将深表感谢！ 请塘
冲周氏宗亲主动联系我们，为九修族谱提供
人丁信息。

联系人：
周 旭 电话：18907482699��� 13607318798
周楚亮 电话：13308450386���13272460421
联络处地址：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镇政府对
面，周楚亮老师家
链接网站：长沙思益堂塘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链接网址：http://www.hnzhoushi.net

� 塘冲周氏谱九修编写委员会
2018年 9月 22日

关于寻找湖南长沙杨桥塘冲（园）周氏谱及后裔的公告

不愿再隐忍，考生父母坚决要离婚

“选择在高考后离
婚，这样的夫妻多是积
怨过久，经过深思熟虑，
这才做出的决定。 他们
肯为孩子去隐忍， 说明
他们对家庭有责任心。”
中禹航律师事务所婚姻
家事部部长易谨认为，
真正破坏这类夫妻感情
的， 是双方不懂得正确
沟通， 遇到问题就相互
埋怨， 也自然是无法把
婚姻经营好。

“沟通是讲究技巧
的，这需要夫妻有耐心，
愿意在生活中去慢慢摸
索， 化解出现的各种矛
盾。”易谨说，在婚姻生
活中， 不同的年龄段遇
到的问题也不同。 中年
期处在婚姻的低潮期，
这来自于工作的瓶颈、
“上有老下有小” 的压
力， 以及夫妻太熟悉缺
乏新鲜等原因，“如果能
挺过去， 夫妻间的感情
将会逐渐回升。”

如何经营好婚姻
生活？易谨表示，不要
轻易怀疑对方；要学会
包容； 懂得分担责任，
在一方出现失业、疾病
等情况时，应适当地分
摊家庭的责任；要懂得
制造浪漫，生活不能平
淡无奇， 适当地浪漫，
会更加深彼此的感情。

正确沟通
学会经营婚姻

故事一

婚登人员劝说再想想，他们暂时不离

高考后告诉女儿“已离婚五年”

故事二

故事三

湖南共办理离婚14127对
高考后一周为4146对
占比为29.34%

2017年
6月

湖南共办理离婚15329对
高考后一周为3398对
占比为22.16%

2018年
6月

湖南共办理离婚14329对
高考后一周为3262对
占比为22.76%

2019年
6月

数据

高考后的离婚潮，并非新话题，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近3年来的数据表明，高考后离婚率呈现递增趋势，但原因
却是多种多样的。

“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今年的高考赶上端午节，很多
外地工作的夫妻也可能是回家一次性把离婚手续办了。
另外，房屋限购、征收政策等，也是造成离婚的原因。”民政
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 高考后夫妻离婚的情况还可能会
发生在8、9月份，很多家长是想等小孩入学后再办手续。当
然，不同区域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街道社区就大
力提倡和谐家庭，
营造良好家风，这
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夫妻间的矛
盾，让这类离婚率
实现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