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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比孩子，
再婚老公憋出
“内伤”
天津的志强和林莉是一
对半路夫妻。林莉带着女儿雨
涵来到志强身边那年，雨涵刚
上高一，志强的女儿美娟刚好
要参加中考。再婚这么多年，
志强心里对美娟和雨涵的比较
一直没停过……
对亲闺女一再失望
那天志强过生日，林莉帮
他取了个快递回来，是一部新
手机。
“我没买新手机啊！
”
志强
一脸懵圈。
两人正疑惑，志强的电话
响了，
是雨涵打来的：
“爸，
我看
到您已签收快递了，今天是您
生日，
我给您买了部新手机，
祝
您生日快乐！
”
志强嘴上开心应
着，心里却有点失落。自己过
生日，刚出嫁的亲闺女不但没
打电话，而且连微信也没发一
条，
倒是林莉的闺女挺有心，
还
提前准备了礼物。
志强是个要强的人，再婚
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暗暗对
两个闺女进行着比较，而亲闺
女带给他的挫败感也没停过：

雨涵考上南方的一所“985”高
校，美娟勉强上了一所本市的
三本院校；
毕业后，
雨涵在外地
考上了公务员，美娟找工作高
不成低不就，在家啃老；再后
来，雨涵找了同是公务员的老
公，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美娟
被父亲安排进了一家企业，找
了同在企业工作的老公结婚了
……
一提到孩子就觉得矮半截
可以说，志强和林莉结婚
十多年，
只要一提到孩子，
志强
在林莉面前就矮半截。对志强
心里这点“弯弯绕绕”，林莉门
儿清。时不时，她也“旁敲侧
击”劝志强：孩子大了，终归都
有自己的桃红柳绿，咱们也不

能跟她们一辈子，不如放平心 快，
林莉心里琢磨，
怎么才能让
态，好好过咱俩的日子。林莉 志强也因为闺女“扳回一局”。
这么说，
志强没反驳，
虽然道理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想
林莉顿时觉得有主意了。
都懂，
但一到关键时候，
他还是 到这，
忍不住要比一比。结果，比出
傍晚下班，志强一进家，
来的总是一肚子气。
发现美娟两口子都在客厅坐着
就像这回，他过生日，亲 呢，
客厅茶几上摆着蛋糕，
沙发
闺女美娟不闻不问，人家雨涵 上还放着一件羽绒服。
“爸，昨
却礼数周全。说心里话，五十 天我出差，
今天才赶回来，
特意
多岁的人了，
生日不生日的，
志 给您补过生日来了。
”
美娟这么
强没有那么在意孩子的问候和 一说，
志强脸上瞬间变晴朗了，
礼物，只是，跟雨涵一比，立刻 美娟两口子的出现，总算给他
就凸显了美娟的“不懂事”，这 挣回了面子。餐桌上，一家人
太让他泄气了！
“我过生日，我 共同举杯为志强庆祝生日，气
闺女连个电话都不打，你闺女 氛相当好。当晚，
志强又醉了，
还给我买礼物，唉……”饭桌 这回可是因为高兴而喝多了。
上，
多喝了两杯的志强，
话多起 志强说梦话也没忘了比孩子：
来。要搁平时，他就算对女儿 “我说——我闺女——没——
有千般不满，也绝不会在林莉 那么不懂事吧，我的生日，她
面前流露半点。林莉赶紧打圆 ——哪能忘了呢？
”
场：
“美娟兴许忙工作没顾上呢
望着熟睡中的志强，林莉
……”
志强心里依然不是滋味，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为了给志
他借着酒劲把筷子往桌子上一 强“长脸”，林莉白天专门去找
摔：
“不吃了，
让丫头气饱了。
” 了一趟美娟，连买羽绒服的钱
都是她掏的。当然，
这个秘密，
妻子导演
“补过生日”
林莉不会让志强知道……（摘
志强的生日闹得挺不愉 编自《今晚报》
）

90 岁学网购只为花式宠妻
221 基地退休回到北京，两人
长达 38 年的牛郎织女生活这
才结束。
“她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
扯大，
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有
条件了，我要尽我所能，让她
过上好日子。
”
退休后的叶钧道
决心回报妻子。他带老伴旅行，
为她做饭，
陪她散步……2011
“我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年，弋青梅患脑血栓，叶钧道
1 月 7 日，一位 90 岁老人 更是悉心照料，
忙前忙后。
登上热搜——自称
“教授级的
为了老伴起居方便，90
高级保姆”的他，为照顾老伴 岁的叶钧道学起了网购。他
起居，
开始学习用智能手机网 网购的第一单是花 300 多元
购。他，
叫叶钧道。
买了一盏新型多功能遥控灯，
叶钧道结婚时 17 岁，老 方便老伴起夜。两个多月下
伴弋青梅当时 16 岁。之后叶 来，叶钧道已成功融入数字生
钧道外出求学，夫妻俩聚少 活 ，网 上 买 棉 被 、换 电 脑 椅
离多，1955 年才好不容易团 ……家里更新了不少物件。
聚。1963 年，我国第一颗原 他还想改造升级老旧的灶具，
子弹研究到了一个新阶段。 给老伴一个焕然一新的家。
叶钧道从北京调往青海 221
叶钧道戏称自己是
“教授
基地，他是为我国第一颗原 级的高级保姆”，他说自己现
子弹插雷管的人。自此，夫 在的任务就是把老伴照顾得
妻俩又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 好一点，
一起享受晚年的幸福
活。1991 年，叶钧道从青海 时光。
（文/杨冗晟）

带着前公公改嫁
河北省内
丘县耄耋之年
的霍黑小遭遇
了人生之大不幸，
在妻子、
小儿
子相继去世的情况下，
大儿子
因胃癌又不幸离世。这时，早
已与大儿子离婚的马志美，
毅
然回到家照顾前公公，
再婚时
带着老人重组家庭。
大儿子离世后，霍黑小整
日以泪洗面，眼神呆滞：老伴
没了，两个儿子也没了，人世
间再也没有亲人了，
自己也到
了风烛残年，
生活还有什么奔
头？马志美在前夫生病时就
开始继续照顾这个家，
她暗下
决心，
不能丢下老爷子不管，
即
使要改嫁，
也要带着公公一起。
2015 年，她认识了现在
的丈夫霍建军，
正是马志美心
底的善良、仗义和担当，深深
地打动了这个同样善良并且
有责任心的男人。他想：
能对
没有血缘关系的前公公尽孝，
对自己家的老人肯定也不会
错。于是两人冲破重重阻力，

屋檐下
屋檐下

组建了新的家庭，
把马志美的
前公公接到了自己家。
在新组 建 的 家 庭 里 ，霍
建军不仅是马志美的丈夫，
他还担负起了儿子的责任。
他性格很外向，很会哄老人
开心，经常给老人买衣服、鞋
子、可口的食品，张罗着给老
人过生日。当被问到霍建军
为什么能把妻子的前公公接
到自己家一起生活，不善言
辞的他从嘴里挤出来几句
话：
“ 谁家都有老人，人人都
会老。俺志美的亲人，
就是我
的亲人！媳妇儿那么担当，
我
做事也得凭良心！
”
尽管命运多舛，
遭遇太多
的不幸，
但如今的霍黑小衣着
整洁，精神矍铄，逢人便讲建
军这个女婿比亲儿子还亲。
谈及将来，
马志美平静地
说：
“我并不高尚，
未来的路也
很长，即使再苦再艰难，我也
要和一家人风雨同舟地走下
去，一起撑起这个家！”
（摘编
自《燕赵都市报》
）

为自己征婚
01 号 李女士，湖南长
沙 市 人 ，66 岁 ，身 高 1.65
米，体重 56 公斤，身体健
康，企业退休，为人善良诚
信，安静顾家，有一个女儿
已成家立业。本人市内有
房，独自居住。寻觅 70 岁
左右、身高 1.72 米左右、身
体健康、人品好、有担当、
无不良嗜好、有房独自居
住的男士携手共度余生。
为儿女征婚
102 号 孙 女 士 的 女
儿，1987 年生，浙江杭州
人，身高 1.60 米，体重 46
公 斤 ，身 材 匀 称 ，皮 肤 白
皙，
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 IT
工作。美中不足的是，她
是个听障女孩，但求学、求
职、工作、生活等与人交流
均不受影响。愿找一位有
爱心、事业心、阳光真诚的
男士为伴，要求年龄在 40
岁以下，
在杭州工作，
有房。
提醒：
如果您想结识上
述征婚人士，
请拨本报热线
0731-87961232 咨 询 。 如
果您想刊登征婚消息，
欢迎
发短信至18075167350。请
务必告知征婚者姓氏、
所在
城市、
年龄、
身高、
体重、
文化
程度、经济状况等信息，以
及对对方的要求。老年朋
友还请注明退休单位性质、
丧偶还是离异、
是否独居等。

生日祝福
1 月 16 日（农历十二
月初四）是高玉美 81 岁生
日，老伴王明亮携儿子儿
媳、3 个女儿 3 个女婿和孙
辈们祝你生日快乐，福如
东海，
寿比南山！

为晚辈祝福
1 月 20 日是沈宁 53 岁
生日，老爸老妈祝你生日
快乐，并祝愿你在铁路运
输一线尽职尽责，精神饱
满地完成今年的春节运输
任务！
提醒：免费刊登生日
祝福，请至少提前十天发
短信至 18075167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