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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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队大院，你经常可
以看到这样一幅动人温馨的画面：丈夫

扶着滑动椅，走几步，坐下歇一会儿，再
走；妻子手提一张小椅子，丈夫坐，她
坐；丈夫起身，她跟着走。他们就是已过
金婚之年的赣东北队退休高级工程师
张志强夫妇。

张工是河南洛阳人，西安地校毕业

后来到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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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心灵手巧的邻
村漂亮姑娘刘桂芳结为伉俪。相携一
生，夫妻俩相敬如宾、孝老爱亲的故事
可圈可点。

怎么还不回去

成家后，张工每月雷打不动给老家
父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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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活费。有一次，家里连买
豆腐的钱都没了，但是给老人的钱不能

少，夫妇俩便借了
!"

元钱给父母寄去。
每次回到老家，张工便尽量多待在母亲
身边，陪老人家唠嗑。

刘阿姨说：“他从来不管钱，一辈子
我们俩共用一个钱包。”张工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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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客往多。老家有什么难事，只
要说一声，张工夫妇便想方设法帮忙，

绝不亏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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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工的弟弟为
了儿子结婚，特意来贵溪筹钱。张工夫
妇二话不说，拿出一千元，并要求三个
孩子各出一千元。老家的外甥、侄子考
上大学或者结婚，都是每人一千元，而

张工夫妇的孩子上大学、结婚，却从来
不通知他们。

每次老家来人了，张工夫妇天天好
吃好喝地招待，还买来水果，客人随便

拿。客人要回去时，张工夫妇又送给每
人一套新衣裳。

最近十年，张工的妹妹四次来贵

溪，第一次来，一住就是半年。去年第四
次来贵溪，住了四个月。看她老不回去，
院里的河南老乡对她开玩笑说：“你怎
么还不回去呀？”

大不了再来一次

地质队员的孩子从小就过着游牧
民族般的迁徙生活，上学像打游击，今
天东明天西的，不能安定，这无疑会影
响学习。张工夫妇养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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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女，从
小到大，孩子们一直追随着父亲到处辗

转，父亲工作在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
从小学到高中，大女儿先后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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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学校，而且学习成绩相当出色。
当时参加高考必须先填志愿，要么

报大学，要么报中专，不能兼报。为保险
起见，班主任建议她填报中专学校。在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上世纪

&"

年代，
能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就已经相当不错

了。她征求父母的意见。张工宽慰她说：
“你自己想报什么就报什么，不要有任
何顾虑。考不上再说，大不了明年再来
一次嘛！”得了父亲的特赦令，大女儿最
终填报了大学，并如愿以偿，被家乡河
南郑州粮食学院录取了。如今，她已是

一名副处级干部。
张工夫妇的大儿子考上了中专，在

国家公务员队伍里任科级干部多年。小
儿子做老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因为那年脚受伤

张工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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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轻时一直
奔波于江西的山山水水，很早就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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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主任工程师，是野外地质大型
项目技术负责人，曾得到大队、省地矿

局的嘉奖。夫妻长年两地分居，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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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家搬到
!"#

地质队大院，生活
才算稳定下来。

刘阿姨勤劳能干、心灵手巧，女红
做得好，还会做裁缝。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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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刘阿姨在大院门口开了一个代销店，由

于人缘好，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是，天
有不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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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张工突然得病
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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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月，又
中风在床。从此，照顾老伴的担子责无
旁贷地落在了刘阿姨肩上，成了她的生
活重心。

根据张工的口味和医生的叮嘱，每
天吃什么，锻炼多长时间，刘阿姨安排
得井井有条。为了卫生合口，刘阿姨一
年到头坚持做包子、馒头、花卷，一做就
是好几斤面粉，做好后分给两个儿子
家。在外地的大女儿回来了，也要带回

一大袋。好邻居也送一些。不仅如此，刘
阿姨还抽空种菜。

为了便于老伴康复，刘阿姨特意租
了一套平房，把家从三楼搬了下来。每
天坚持陪老伴锻炼身体，上午、下午各

绕着院子走
%

圈，每圈大约
!

里路，下

雨天就在家里走。
在老伴的精心照料下，张工的身体

恢复得非常好，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
电视、写日记，记录一天的伙食、服药和
锻炼情况。说话口齿也越来越清楚了。

其实，刘阿姨身体也不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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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她患上了神经官能症，病情严
重时胸口像火燎一样，喉咙、五官也烧

得难受，晚上睡觉常被恶梦惊醒，家里
长年备着药物。

尽心照顾张工近
%"

年来，刘阿姨
毫无怨言，她动情地说：“因为那年我的
脚受伤了，他精心服侍照顾我，从来没

啰嗦过半句……他对我好，那我对他要
更好。”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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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信江河水暴涨，
大院里水漫金山，刘阿姨在小店门口不
知被水里的什么东西割断了脚后跟的
脚筋。是老伴，天天从三楼背她去医务
所打针，每天两针，上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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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共打
了

(&

天针。

“他一辈子没骂过我一句话。”刘阿
姨的表情告诉我：她是幸福的。在长达
半个世纪之久平凡的生活中，张工夫妇
用彼此的双手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幸福、
和谐、美妙的家庭乐章！

创卫曝光台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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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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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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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赣东北队退休高级工程师张志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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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到老情笃深

实习生张婷婷报道：
*

月
!)

日，笔者来到我市城区金水
湾小区

+

看到一个“长”满“牛皮癣”的电梯。满满的小广告“爬”

了整个电梯间，让人不忍直视。这里的居民表示，对这种随处张
贴的小广告很反感，严重影响了小区面貌。随着“牛皮癣”的触角
向我们靠近，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此困扰，这些城市“牛皮癣”不仅

妨碍了城市的美观，也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在有关部门加强
监督与管理的同时，希望那些随处张贴小广告的不法商贩，能够

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还城市一片洁净！

实 习 生 严 美 娜

张婷婷报道：
*

月
!)

日
+

笔者在我市建设路木丝
岭段及王家小区看到，建
筑和生活垃圾已然堆成
了“山”。在建设路木丝岭
段，因拆迁形成的垃圾将
城市的一角“妆点”成了

垃圾场。在王家小区菜市
场，上午产生的垃圾随意
堆放在路边，严重影响了
小区的整洁、卫生，同时
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不
那么美丽优雅。“创卫”，

我们的城市正在面临考
验；“创卫”需要社会各界
的积极配合，更需要每一
位市民的努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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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 涛 记者徐永明报道：刘君霞与
张成两人相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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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步入了婚姻的

殿堂，本以为只要两人用心经营就会有一
个幸福的家庭，却没想到这段婚姻维持不
久就产生了裂痕。日前，市法院调解了该
起离婚纠纷案件，刘君霞与张成达成了离
婚协议，双方和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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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刘君霞与张成经人介绍

相识。十天后，双方在市民政局办理结婚
登记。由于两人婚前缺乏了解，婚后刘君
霞才发现两人性格不合，加上与对方的家
人相处也不愉快，两人经常因家庭生活琐

事发生争吵，刘君霞对此也是一忍再忍。
刘君霞怀孕后，本来期盼着小孩的出世双
方的矛盾会有所改善，但随着儿子的出

生，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
加恶化。于是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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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刘君霞以与张

成没有感情基础、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张成离婚。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办法官注意到刘
君霞与张成是相亲认识，从认识到结婚时
间短。在与两人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刘君
霞向法官哭诉着结婚后遭受的种种委屈，
但张成觉得两人并没有到离婚的地步。在
两人僵持的情况下，经办法官让张成单独

与刘君霞交流。同时，经办法官也询问了
张成的父母，从张成的父母口中得知两人
婚后感情确实不是很好，刘君霞的心也已
经不在这个家里。在双方劝和无果的情况
下，经办法官与张成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谈，并为其分析了两人的感情情况，张成

权衡之后，同意了刘君霞的离婚请求。在
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和

平分手。

张志强夫妇

夫妻吵架扔相册 砸坏楼下车玻璃
熊光辉 记者刘小中报道：小两口在

家吵架，妻子一怒之下将结婚相册扔出窗

外，谁知不偏不倚，扔下的相册将停在楼
下的轿车后挡风玻璃砸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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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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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晚，铜都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经过现
场协调，调解了此案。

当晚
!"

时许，铜都派出所值班民警
接到一电话报警求助称，其停在生活区北

区
!*

栋楼下的小车后挡风玻璃被人砸
破，请求民警前来处理。接报后，民警赶到
现场立即展开调查访问。据车主王某讲
述，他刚把车停在此处，还没有走多远，就
听见身后传来几声声响，回头一看，车子

后挡风玻璃被几本相册砸破。民警拿着相
册在周围走访，经过辨认，很快确定相册

内的“主人公”是居住附近的陈某夫妇俩。
民警与王某一起来到陈某夫妇居住的楼
层，敲开门讲明来意后，陈某很快就承认
事实。原来，当天晚上因家庭琐事，陈某与
妻子发生了吵架，双方越吵越凶。一气之
下，妻子就将小两口结婚时拍的几本结婚

相册撕破，并将撕破的相册扔下楼，不想
将停在楼下的王某的车子玻璃砸碎了。

经过民警教育，陈某夫妇承认了错
误，双方接受民警的调解，陈某夫妇并主
动赔偿了王某的损失。

闪婚夫妻感情淡 无法维系终分手

请还城市一片洁净

实习生严美娜报道：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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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由
团市委、贵溪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首届“芗

溪情”上饶银行杯贵溪好声音歌咏大赛举
行总决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上
饶银行选送的参赛选手兰静云一举夺得
桂冠。

畲族姑娘兰静云，今年
#

月毕业于沈
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曾荣获第九届

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暨第四届香港国际钢
琴公开赛江西赛区民族声乐唱法青年专业
组金奖、美丽校园全国优秀特长生才艺展
示辽宁赛区古筝专业青年专业组金奖。

我市首届“芗溪情”上饶银行杯贵溪好声音歌咏大赛落幕

选手兰静云摘取桂冠

阿 平 摄兰静云正在决赛舞台激情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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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丝岭一居民小区垃圾成“山”

“长”满“牛皮癣”的电梯 王家小区菜市场垃圾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