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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塞人家

钱玉林： 至孝大爱暖人心

婚姻法则

本报记者 娄丽双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然
而， 钱玉林却用多年的坚持， 照顾接连
卧床的父母， 用实际行动， 谱写了一曲
至孝真情暖人间的颂歌。
钱玉林， 今年 57 岁， 自 1982 年结
婚以后， 他和妻子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
起， 一家人过得平淡却又快乐。 可 1990
年的一场意外， 却打破了他家的幸福生
活。
当年， 钱玉林的姐姐因为肝病去世，
留下了一个 8 岁的女儿。 在承受姐姐离
世的悲痛中， 钱玉林一家决定承担起照
顾外甥女的担子， 让这个年幼失去母亲
的孩子重新找到家庭的温暖。
可钱玉林的母亲， 却没能承受住这
份悲伤。
1992 年， 因为长时间沉浸在丧女之
痛中， 钱玉林的母亲突发脑出血， 需要
做开颅手术。 作为儿子的钱玉林深深地
知道，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是母亲、 妻
子和孩子的希望， 他的家庭是个整体，
全家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那就是全力
抢救母亲。
手术十分顺利， 母亲苏醒了， 身体
也在他和妻子的照料下一天天好转。
然而， 屋漏偏逢连阴雨， 更大的打
击和考验又一次降临到钱玉林的头上。
1996 年 ， 钱 玉 林 母 亲 的 病 还 未 痊
愈， 他的父亲却因出车祸头部受重创，
当时的钱玉林已经是快 50 岁的人了， 面
对如此巨大的悲痛， 钱玉林在心底默默
告诉自己： 要坚强， 要坚强。
数不清多少个夜晚他都不曾合眼，
短短几天里他的头发几乎全白。
在父亲就医的日子里， 他白天上班
工作， 晚上到医院看护父亲。 他的妻子
白天在医院照顾公公， 晚上还要照顾生
活不能自理的婆婆。 也许是上天对这一
家人的眷顾， 经过治疗， 钱玉林的父亲
康复出院。 谈到这些， 钱玉林眼里闪着
晶莹的泪光： “只要父亲的身体能恢复

5 条婚姻潜规则
你知道哪一条？
婚姻似围城。 结婚之前， 也许伴侣之间的关系还是
白马王子和公主的罗曼蒂克， 可是结婚后， 谁都不知道
王子和公主被柴米油盐搞得多么焦头烂额。
李敖说， 婚姻就像黑社会， 没加入者不知道其黑
暗， 一旦加入又不敢吐露实情， 逃出来的保命尚且不
暇， 哪敢多话？ 所以婚姻的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此乃
围城也。
而婚姻中那些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你又知道多少？

NO.1 不要轻易说“离”
夫妻双方一有纷争， 脱口而出就是“离婚”。 这不
仅仅是对丈夫的鄙视和侮辱， 也是对夫妻间感情的轻视
和不尊重。 即便再稳固如磐石的夫妻感情， 也经不起轻
易说“离” 的动摇。
钱玉林在给父亲剪指甲

健康， 我什么都能扛！” 没有吹嘘， 没有
炫耀， 钱玉林的话里只有坚毅。
车祸给钱玉林的父亲留下了严重的
后遗症， 十级伤残， 行动、 与人交流困
难， 这让钱玉林一家的日子过起来也更
加艰难。 可是钱玉林和妻儿互相安慰鼓
励， 妻子说过一句话成为了全家努力生
活的动力。
“笑着过日子也是一天， 愁苦着过
也是一天， 为什么不笑着过呢。” 身体不
好的公婆对待儿媳比对亲闺女还好， 小
姑也是十分尊重嫂子， 姑嫂关系也像亲
姐妹一样。 女儿知道父母的不易， 也尽
自己所能帮助父母照顾爷爷奶奶。 这样
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还有什么困难扛
不去过呢！
2011 年秋天， 钱玉林的母亲彻底丧
失了行动的能力， 连自主排尿的能力也
丧失了。 母亲卧床了， 钱玉林的小家庭

面临了新的挑战， 怎样照顾瘫痪的老人
是摆在他和妻子面前的新问题。 钱玉林
从书刊、 电视、 网络中学习看护卧床病
人的方法， 制定了监测母亲日常生理机
能变化的表格和营养均衡的食谱。 每天
早中晚测量血压值、 每两小时进行排尿，
每一小时翻身、 拍背， 每天四次定量饮
水， 定期清理大小便， 给下体消毒。 这
些事听起来很简单， 但持之以恒却需要
强大的毅力。
多年来照顾老人让钱玉林的腰椎变
得特别脆弱， 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一个咳嗽都能瞬间让他的腰椎剧痛， 身
体缩成一团不能动弹。 “即便如此， 我
也会咬牙坚持下去， 因为有爹有妈我就
还是个孩子， 我就永远年轻， 我要永远
孝顺我的父母。” 钱玉林坚定地说。
百善孝为先。 钱玉林的至孝大爱深
深地感染者周围众人。

NO.2 不要旧事重提， 紧追不放
前女友， 以前的事情， 吵过的架， 发过的火， 诸如
此类问题， 一旦再有意见不合夫妻吵起来时， 总是旧事
重提。 原本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被一遍遍“重申”，
本来微不足道的小矛盾， 时间久了也被描成婚姻生活的
黑点， 最后埋下定时炸弹。

NO.3 不要在丈夫面前扮演“
家长”
虽然很多丈夫都是妻子的另外一个“儿子”， 但不
要在丈夫面前扮演家长角色。 遇到事情， 你可以安慰
他， 给他忠告和建议， 但不要气势汹汹的教训他。 对于
他的日常生活， 无论工作还是穿衣， 话别太多， 给彼此
自由的空间。

NO.4 在外给足丈夫面子
传统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 女主内”。 无论在家
里， 管账本、 管家务、 管孩子的是你还是他， 无论他在
家多听你的话， 在外面， 特别是在丈夫朋友面前， 要给
足他面子。 维护丈夫的威严， 不但会令他更信赖你， 也
是你们感情稳固的根基。

NO.5 处理不好婆媳关系会令婚姻失败有可乘之机
婆媳关系一直是很微妙的问题。 婆婆对自己儿子的
爱， 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从进化角度都是有理可循。 但
这不代表婆媳就是阶级斗争的敌人。 做一个暖心的儿媳
妇， 不但是一个女人情商高的表现， 也是抓住丈夫心的
必杀技。

情感天地

做个幸福的
“妻管严”
夏周勇
在我家， 老婆当家做主，
朋 友 同 事 为 此 笑 我 是 “妻 管
严”， 甚至有人愤愤不平， 说男
人听老婆话， 没有男子汉气概，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每当这时，
我只是微微一笑， 从来不与他
们争辩， 因为我自己心里最清
楚， 做个“妻管严”， 其实挺幸
福的。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对
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婚前， 工资
发下来， 不到月底就花光了。 打
工好几年， 也没攒下什么钱， 我
常常感叹： 钱都到哪儿去了？ 婚
后， 老婆要求我工资卡上交， 为
此， 我还跟她吵了好几次。 最后为了家
庭和谐稳定， 我勉强上交， 但心不甘情
不愿。
婚后第二年， 母亲突然生病住院，
急需一大笔手术费。 当我为此焦头烂额
之际， 老婆拿出钱解了燃眉之急。 我疑
惑地问她， 从哪儿借来这么一大笔钱？
老婆戳着我的脑门， 嗔怒道： “你傻啊，
这些都是你的工资， 我平时帮你存下来
的。 我们都是工薪族， 如果不算计着花，

以后父母养老、 孩子教育， 还有关键时
候要用钱， 咋办？” 那一刻， 我为老婆的
良苦用心而感动。
我本人性格内向， 不擅长交际。 亲
戚朋友聚会， 我都不大爱说话， 更多的
时候是低头玩手机。 老婆看到后， 对我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说我不能只做
“低头族”， 亲戚朋友要常沟通。 常年在
外打拼， 我们回家的次数不多， 但每次
回家， 老婆都会准备上大包小包的东西：

给舅舅的烟， 给小姨的衣服， 给
侄子的玩具……这些礼物她都让
我去送。 亲戚朋友都夸我成熟稳
重多了， 我在心里对老婆又多了
一些认同。
平时， 我摆放东西很随意，
需要时常找不到， 老婆都会分门
别类地帮我放好； 我有时穿衣服
不注重细节， 临出门前， 老婆都
会习惯性地帮我整理一下。 她把
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让我白天
安心工作， 晚上写写自己喜欢的
文章， 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前几天， 老婆跟我商量说要
买房子。 老婆说， 虽然我嫁给你
时没房没车， 但是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努
力， 也攒够了房子的首付， 我们以后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紧紧搂着她， 忍
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因为“妻管严”， 我不抽烟， 少喝
酒， 按时作息， 避开了一些不必要的应
酬， 也远离了许多无谓的是非， 身体也
越来越健康。 我深深地感到， 婚姻中的
“管” 是一种爱的体现， 做个幸福的“妻
管严” 也挺好的。

“亲密爱人”
征稿启事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你的那个他
（她）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快
乐着你的快乐吗？ 不过，有时他（她）是否也
会把你气得暴跳如雷，伤心哭泣，摔门而去
……大男人也好， 小女子也罢，“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期许是一样的。 爱有很多种表
达方式，就在生活的琐碎和碰撞中，你愿意
将你们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吗？ 来稿请发送到
邮箱：dingyuan_chen10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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