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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暖新闻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节约
度有

案例一：请客大方看病却抠门

李季花介绍，老伴一直都
很节约，“他参过军，小时候又
在农村长大，这养成了他生活
节 俭 的 优 良 品 德 ，懂 得 珍
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李季花正是看中了老伴这
点。退休后，她反倒不适应老
伴的节约行为。

李季花介绍，老伴退休金
还不错，但近些年，从未添过
新衣，鞋袜都是反复修补，“夏
冬最麻烦，为了省电，空调都
不舍得开”。在她看来，老伴
只要有饭吃、有床睡就足够
了，不讲究生活品质，“我劝
他出去旅游，他却说花那冤
枉钱干嘛”。

如果只是节俭克己，李季
花对老伴的行为尚能容忍，但
老伴在外爱充面子的行为，与
节俭的形象反差极大，“最喜
欢和他的朋友外出喝酒，回回
都要抢着买单”。有时李季花

去在外地工作的女儿那儿小
住一番，回来常发现老伴用餐
很是凑合，她开导过好几次，
劝老伴多为自己花点，却不被
理解，“他说自己的退休金爱
怎么花就怎么花，不愿被我管
着。去年被检查出肝有毛病，
要他去做进一步检查他也不
肯，嚷嚷着自己没事，照样喝
酒，这让我很担心”。

案例二：捡废品只为买保健品

湖北仙桃市 56 岁的王芸
对自己的母亲过度节约很苦
恼。母亲有慢性支气管炎，医
生建议日常饮食要清淡健康，
王芸没少提醒，但效果却不明
显，“母亲最喜欢囤着一大堆
食品在冰箱，就算无处可放也
不舍得拿出来吃”。

王 芸 曾 想 帮 助 母 亲 整
理，“我告诉她冰箱里东西不
愿 意 吃 就 扔 掉 ，对 健 康 不
好。她反而怪我乱处理她的

东西，不够孝顺”。
不仅如此，王芸的母亲还

有翻拣废品的习惯，家中常常
堆满垃圾，为此王芸与母亲争
论过好几次，“父亲也有心脏
病，两个人身体都不好，还把家
里环境弄这么差，太不健康”。

最让王芸诧异的是，母亲
卖废品换来的钱并不是攒起
来，而是买一些伪劣保健品
来吃，“最让我气愤的是，明
明我给她买了正规保健品，
母亲却宁可放着过期也不愿
意吃”。

专家：改变习惯要打“心理战”

“老年朋友爱节约，除了
和生活习惯有关，与心理需求
也有密切关联。”在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卜凌娜看来，要想
改变老伴或高龄父母过度节
约的习惯，须先满足对方的心
理需求，“多带老伴参与一些
共同的活动，多与高龄父母相
聚，都不失为好方法”。

湖南长沙 60 岁的张洁敏
也曾因父亲过度节省而烦恼，

“给他买啥都是省着吃，甚至
放坏，要带他出门一趟坚决不
肯，怕花钱”。一次父女聚会，
父亲袒露心声，“他说母亲走
后，他一个人居住，钱花多了
也没意义”。

这句话提醒了张洁敏，她
发现自己平日看望父亲的时
间并不多，恰好儿子在外工
作，她和老伴便主动在父亲居
住的小区租赁房屋，照顾父
亲，“父亲和我们一起用餐，既
不浪费食材，又增加了营养，
还增进了感情”。她用自己
的生活积极影响父亲，教父
亲学会使用智能手机、陪伴
父亲外出旅游，“父亲前段时
间还主动说要我们陪他去海
南看看，团费他出”。

山东菏泽 72 岁的罗小英
通过夫妻互动，让老伴改变了
太节约的习惯。因退休金不
高，罗小英老伴很是节约，“不
仅自己不花，还不准我花”。
她想改变老伴的消费观，主动
带着老伴参与免费活动，跳广
场舞，逛博物馆，去游乐园，培
养了和老伴的共同兴趣，“老
伴舞跳得好，我还经常夸他，
让他有成就感”。

因为热爱舞蹈，老伴动了
提高水准的念头，在罗小英鼓
励下，两人报名上了老年大
学，成了有名的夫妻档，“认
识不少的朋友，老伴接触了
不少新鲜事物，愿意把老年
生活过得更精彩，也舍得为
自己花钱了”。

改变过度节约，从陪伴开始
“记者同志，有什么好办法能劝劝我老伴，我也知道

他哪儿不对，但就是无法改变他。”本报关于老年朋友该
不该节约的讨论，连续受到读者热议。一些读者在认识
到过度节约行为会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后主动寻求改变，
提升了生活质量。部分读者却因无法改变自己老伴或
父母不合理的节约行为而苦恼，江苏南京58岁的李季花
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报记者鲍杰）

新西兰教授收到 50年
前电报 罗伯特·芬克现年
71岁，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心理学教授。他今年1月收
到一封电报，上面写道：“抱
歉我们无法到场祝贺你拿到
学位证书，谨致以衷心祝
福。爱你的菲施曼夫妇。”

泛黄的纸页上写明电
报发于 1969 年 5 月 2 日。
供职于安阿伯市一家数据
营销企业的克里斯蒂娜·
察斯克去年 12 月发现了
电报，随后在网上搜索收
报人，经由电子邮件联系
上芬克。芬克说，菲施曼
夫妇是他高中同学的父
母，已去世。他对没机会
向老人致谢感到遗憾。（摘
编自《都市快报》）

本报讯“2009 年 6 月 24 日……
一辆车从高空落了下去，腿部受伤的
老爸看到一块巨石砸向已昏迷的副驾
驶员，爸爸一把推开战友，可老爸被砸
中了……”这是江苏省扬州市梅岭小
学西区校五(1)班男生胡博文的作文

《我的爸爸》，这篇作文引发众多关注
的同时，也让人好奇背后的故事。

2004年，胡博文的母亲周忠燕经
介绍认识了在西藏当汽车兵的胡永
飞。2005 年，两人在部队领了结婚
证。2009年6月24日，胡永飞集合了
11辆军车送建材，下午5点多，车队到
达一处险路，胡永飞指挥10辆军车通

过后回到自己的车上，因路基突然塌
方，整车翻下悬崖，三人被抛到车窗
外。胡永飞看到巨石朝队员滚来，奋
力将其推开，自己被滚石击中头部。

胡永飞牺牲时，胡博文才16个月
大。从胡博文上幼儿园开始，周忠燕
和每一位老师“约定”，向孩子隐瞒爸爸
去世的消息。周忠燕还和孩子外公外
婆交代，不要告诉孩子真相，如果别人
问起，只说孩子的父亲在西藏当兵。去
年，胡博文10岁了，周忠燕觉得是时候
告诉孩子真相，“清明节前一天，我把他
带到高邮烈士陵园，鼓起勇气告诉他，
爸爸就在这里”。（摘编自《扬子晚报》）

丈夫牺牲消息瞒了儿子9年

本报讯 近段时间，发生
在河北的“殴打妻子致死案”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 月 27
日，此案在盐山县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当天的庭审仅完成
质证陈春龙环节，之后开庭时
间将另行通知。

2017年11月18日，因妻
子胡瑞娟患有抑郁症，晚上睡
不着，陈春龙便带着妻子前往

“半仙”赵清江家看病。赵清
江当场诊断：胡瑞娟身上有外
灾，应该是身上有“蛇仙”，只有
通过抽打才能将其赶走。随
后，陈春龙在盐山县一家宾馆
开了两个房间，叫父亲陈宝山
和弟弟陈金来过来。

宾馆监控显示，2017 年
11 月 27 日凌晨 1 点 10 分，胡
瑞娟被丈夫等人捆绑后带往

赵清江家。三人走出房间时，
胡瑞娟缩着肩膀，浑身颤抖。

到了赵清江家中，陈春龙
开始抽打胡瑞娟。一开始他
下不了手，赵清江对他说，打
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妻子身
上的东西。“你媳妇有五百年
的道行，往死里打。这样才能
治病。”事后陈春龙称，赵清江
也参与到殴打当中，他用一柄
缠着胶皮套的黑铁斧子拍打
胡瑞娟，打了七八次，每次间
隔五分钟。赵清江打得非常
用力，边打边掐着胡瑞娟的脖
子问：“你走不走?”27日下午4
点多，陈春龙进屋后发现，妻
子口吐白沫，双手冰凉，她的
身上有多处淤青，背部已经血
肉模糊。尸检结果显示，胡瑞
娟系钝性外力多次打击致创

伤性休克死亡。
案发后，赵清江曾被逮

捕，但后因健康原因被取保候
审。但在监视居住期间，赵清
江仍在给人“看病”。据海兴
县赵毛陶镇的村民吕某证实，
在 2018 年清明节前后，他们
一家找过赵清江“看病”，持续
近半个月，“治疗”方式仍是摸
脑袋、掐脖子、斧头拍打后背。

如今，胡瑞娟的家属已
放弃民事赔偿的请求，要求
依法惩处三名被告人。被害
人诉讼代理人张铁雁律师认
为，被告人对胡瑞娟实施的
加害行为残忍，并非简单生
活矛盾激化引起的犯罪，被
害人没有任何过失行为，不
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摘编
自《北京青年报》）

听信“半仙”，殴妻治病酿命案

“妈妈，我忘了所有但
没忘记你！”

——53岁的四川眉山
市青神县黑龙镇男子黄德
葵 22 年前外出务工因车
祸失忆，流落外地却始终
没忘记母亲。在警方努力
下，黄德葵终于和母亲团
聚。（摘编自《成都商报》）

跟一句：娘比天大。

“老人不容易，就像自
己的父母一样。”

——贵阳一名腿脚不
便、说话困难的老人坐轮椅
外出，不料回家途中轮椅上
不了坡。这一幕正好被路
过的张如举看到，他毫不犹
豫地把老人推回家。（摘编
自《贵州都市报》）

跟一句：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

“不是咱的不能要。”
——辽宁省朝阳市的

拾荒老人朱信，在家附近
的监控盲区捡到15.5万元
现金。在警察帮助下，他
找到了失主。（摘编自《辽
沈晚报》）

跟一句：拾金不昧，活
得坦荡。

90 岁老人征婚，意外
寻回失散女儿 一周前，家
住上海的90岁的覃老伯到
婚介所征婚。负责人初女
士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
发现老伯的前妻竟是自己
的旧同事和好友。

覃老伯年轻时是名军
人，与家人聚少离多。40
年前，夫妻俩因感情不和离
异。两个孩子由母亲抚养，
渐渐与父亲失去联络。覃
老伯曾经也找过儿女，但电
话号码作废了。初女士通
过老同事和现任同事，最
后通过在美国的朋友，终
于找到覃老伯的女儿。（摘
编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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