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芳芳的故事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仔细想想， 却让

人感觉很震撼。 看似简单的相伴， 几年来如一日的坚

持， 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这不仅需要肉体上的辛

劳付出， 更难的是精神上的坚守。 毕竟， 人的本性都

是趋利避害的， 更何况， 一个年近六十的女人， 要独

自面对生活如此艰辛的挑战， 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和

信念做支撑， 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而芳芳却做到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 面对现实的

种种诱惑， 她还断然拒绝了， 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

路。

说到底， 这就是一种责任感， 因爱而产生的责任

感。 现代人的感情像快餐， 爱得容易， 分得也容易。

自以为潇洒， 却少了老一代人的坚忍和朴实。 爱是严

肃的， 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一辈子的承诺， 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 当牵起对方手的那一刻， 就应该做

好陪伴一生的准备。 无论贫穷、 疾病、 衰老。

也许这个故事不够浪漫， 但却让人看到了爱情真

正的样子。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像芳芳一样， 把爱

情当做一辈子的事。

手记>>>

爱是一辈子的事情

一个周末的下午， 金根在

房间里睡觉。 我们说好了等他

午睡起来就一起去超市。 我洗

完衣服进房间叫金根起床， 当

我把他推醒时， 他木然地看着

我， 我和他开了句玩笑： “你

睡傻了吧？” 说完， 我就把他

拉了起来。 没想到， 金根刚刚

坐起来， 就突然滑下去， 眼睛

也半睁半闭着。 我吓坏了， 拼

命地叫他 ： “金根 ， 你怎么

了？ 你哪里不舒服？” 金根却

一声不吭， 像是完全没听见。

我摸他脸 ， 他也毫无反

应。 我只能赶快拨打 120。 金

根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第一反

应就是： 脑梗。 我一下懵了。

医生给他开了静脉点滴后， 金

根慢慢恢复了意识。 虽然金根

属于轻度脑梗， 但医生说不能

掉以轻心， 如果保养不当， 很

容易发生第二次。

没想到， 一向身强力壮的

金根竟然会得这种病。 但我很

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兵来将挡

水来土淹 。 我要陪着金根一

起， 把病魔打倒。

远在国外的女儿听说了金

根的情况， 很是担心。 我安慰

她， 让她安心在国外， 我一定

会把金根照顾得好好的。 我做

事一向手脚麻利， 干脆利落。

照顾金根， 并没给我很大的压

力。 每天除了收拾家务， 我的

主要任务就是看护他。 我定时

叮嘱他吃药， 饭后照顾他小睡

一会儿， 起床后陪他在家附近

散散步， 做做轻微的锻炼。

在我的照顾下， 金根的情

况比较稳定， 朋友都说看不出

他是曾经脑梗过的人。

2015 年的秋天 ， 几个朋

友商量要一起去浙江长兴农家

乐玩。 我被他们的诚意感动，

觉得让金根去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 对他的病情也有好处， 就

答应了下来。 临走前， 我把金

根要服用的药全都仔细装好。

抵达目的地之后， 金根的

心情非常好。 跟着大家一起赏

竹、 吃农家菜、 逛景点。 大家

也确实很照顾他， 身边总有几

个男士围着他， 到了陡坡、 洼

地都会扶他一把， 吃饭时让他

坐好 ， 他们跑前跑后帮着照

顾 ， 让我省心了不少 。 说实

话， 这也是金根自患病以来我

最轻松的几天。 一晃三天时间

过去了， 我们回到了上海。 万

万没想到， 这次回家后， 金根

竟再次脑梗了。

当时， 我正站在洗衣机边

准备把带回来的衣服都洗了，

一边和金根说着话。 只听金根

含混不清地接了一句， 我没听

清他说的什么 ， 不禁心里一

沉， 赶紧转过头去看， 却发现

金根半靠在椅子上， 嘴巴已经

歪了。 金根脑梗达到了中等面

积。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 我

把金根带回了家。 而此时， 他

已经左半边瘫痪了。

一向身强力壮的他忽然病倒了

贰柒 制图

爱他，就是一辈子
金根现在自己一点行动能

力都没有， 吃喝拉撒样样都要

靠我操持。 其他的还好说， 最

难的就是给他换尿布、 擦身。

我人长得比较瘦小， 金根本来

就长得魁梧， 加上生病之后动

得少， 人越发胖了。 像他这样

长期卧床的人最怕的就是生褥

疮， 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

干燥 、 干净 。 他每次一有情

况， 我就要马上给他换尿布。

一天要用毛巾给他擦洗三四

次。 每次我都是满头大汗， 要

坐下歇息好久才恢复过来。

在我的努力下， 金根在家

卧床一年多， 身上从来没长过

任何东西， 甚至连皮肤红肿都

没有。 那段日子， 我生活的重

心只有一个， 就是照顾金根。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几乎四分

之三的时间都花在了金根身

上 。 自己就是简单地吃点泡

饭、 酱菜， 一天只睡五六个小

时， 因为不放心金根， 还常常

在梦中惊醒。 虽然日子过得十

分辛苦， 但我觉得这是自己作

为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尽管

我全心全意地照顾金根， 但他

的病情非但没有一点好转的迹

象， 而且越来越严重。

2017 年除夕 ， 禁不住姐

姐的一再邀请， 我去她家吃了

顿团圆饭。 临走前， 我把金根

清理干净， 给他喂好了饭。 等

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出来了四

个小时时， 我急坏了， 赶紧让

外甥开车送我回家。 可还是晚

了一步， 等我赶到家， 打开房

门就闻到一股臭味。 原来， 金

根憋不住把大便拉了出来， 不

仅尿垫上有， 还弄到床单上。

好不容易把金根安顿好，

把床单拆下来， 我也崩溃了。

听着隔壁邻居家传来的春晚的

乐曲声， 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当我委屈地把这一幕告诉

姐姐时， 她劝我还是把金根送

养老院吧， 这样拖下去会被拖

垮的。 虽然万分不舍， 但最后

我还是听取了姐姐的意见。 不

久后， 我把金根送进了社区养

老院。 但即使把他送进了养老

院， 我也还是不放心， 每天坚

持去看他， 给他做各种他爱吃

的菜。 看我这样， 朋友们对我

都既心疼又敬佩。 他们常常劝

我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辛苦， 要

对自己好一点。 可我觉得现在

这样已经比以前轻松很多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曾

经有一个老单位的同事， 后来

企业不景气就自己下海经商

了 ， 这些年事业也算小有所

成。 但他和妻子因为种种原因

离婚了。 在知道我的情况后，

主动和我联系上了。 有时候还

会和我一起去养老院看金根。

我开始只是认为他是出于老同

事的关心， 没想到前不久他却

突然向我表白了。 我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他， 虽然我相信他说

的是心里话， 但是我却不能接

受他的感情。 金根是我丈夫，

也是我最爱的人。 不管再苦再

累， 我也不能抛下他。 既然当

初选择了他， 我就要一辈子都

对他好， 不离不弃， 这是做人

应有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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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再累，我也不能抛下他
□口述： 芳芳 记录： 林可依

芳芳和金根是一对恩爱夫妻。 两人从年轻时一路
走来相濡以沫， 互相扶持。 他们相继退休， 女儿也远
嫁国外， 辛苦了一辈子的两个人准备好好享受余生
时， 金根却不幸突然中风。 芳芳竭尽全力照顾他， 并
想方设法让他恢复往日的生活品质。 可是万万没想
到， 病魔第二次来袭。 这一次， 金根彻底躺在了床
上。

芳芳这一次实在是无能为力， 只能把金根送进了
养老院。 但仍坚持天天去探望他， 为他打理一切。 朋
友们心疼她， 更有一直偷偷爱慕她的人向她进行了表
白， 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和她一起照顾金根。 但芳芳拒
绝了， 她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对他负责一辈子， 哪怕再
苦再累， 也要坚持下去， 绝不放弃。

周末， 我如往常一样去

养老院看望金根。

看到我， 金根很激动。

他虽然躺在床上， 却努力地

挣扎着， 似乎想要坐起来。

我连忙上去把他扶起来， 拿

了靠枕， 让他半坐半躺着，

又用纸巾抹去了他嘴角流下

的几滴口水。

随后， 我拿出自己做的

点心和菜肴， 慢慢地喂他吃

起来。 金根一边吃， 一边不

时对着我 “傻笑 ”， 努力地

吐 出 几 个 字 “好 吃 、 好

吃。” 我也笑着点点头， 安

慰 他 ： “慢 慢 吃 ， 不 着

急。” 周围的老人家属也和

金根打趣： “金根， 看你老

婆对你多好 ， 你真好福气

呀。” 这下， 金根笑得更开

心了。

金根是我老公， 三年前

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无法照顾

中风后遗症的他， 只能将他

送进了养老院 。 但即便如

此， 我每天必然风雨无阻地

去养老院探望他， 给他送去

各种吃的用的， 陪他说话聊

天， 给他按摩放松。 很多朋

友都说我这样太累了， 劝我

少管一些， 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这么辛苦。 可是， 我怎

么放得下呢？ 毕竟， 金根是

我的丈夫， 为了他再苦再累

我都值得。

我和金根曾经是一个单位

的同事。 我是纺织工， 他是机

修工。 我刚进单位那会儿， 因

为年龄小， 性格又开朗活泼，

喜欢我的男同事不少。 可我也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那些年轻

漂亮的小伙子完全没一点兴

趣， 反倒是老实木讷的金根吸

引了我的目光。 金根比我大整

整十岁， 那时要好的小姐妹都

说我疯了。 可是我就是喜欢金

根干活时一声不吭， 勤勤恳恳

的样子， 别看他不爱张扬， 可

干起活来却是一把好手。 只要

他出马， 再难的故障也能得到

解决。 和那些只会油嘴滑舌的

年轻小伙子比起来， 我更欣赏

金根的踏实稳重。

因为金根性格的原因， 加

上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导

致金根三十出头了还没女朋

友。 看他这样老实， 我知道要

等他来追求我是不可能了。 于

是， 胆大泼辣的我， 主动追求

起了金根。 女追男， 隔层纱。

我和金根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但是， 我们的恋情却遭到

了我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对。

他们都觉得我是鲜花插到了牛

粪上， 太不值得。 可是， 倔强

的我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眼光没

错 。 金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

人。

我曾被视作鲜花插在牛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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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姻生活很幸福
两年后， 我终于说服了

所有的人， 如愿以偿地嫁给

了金根。

婚后的日子很幸福。 尽

管条件不好， 但我觉得很满

足。 金根的父亲很早就去世

了， 我们和金根的母亲一起

挤在一间狭小的弄堂房子里。

金根母亲是个善良的老人 ，

对我很好。 我对她也很尊敬，

有啥好吃的， 第一时间先想

到她。 别人经常遇到的婆媳

矛盾， 在我们身上似乎从不

存在。

结婚两年， 女儿出生。

婆婆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她主动帮我带孩子， 让我轻

松了不少。 我对婆婆充满了

感激， 对她也比以前更孝顺。

因为婆媳相处和睦， 金根也

免受了许多夹板气， 我们全

家其乐融融， 日子虽然不富

裕， 却也过得甜甜蜜蜜。

女儿上初中时， 婆婆因

病过世了， 我和金根都很伤

心。 好在女儿乖巧懂事， 学

习成绩也不错， 不要我们操

心， 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后来纺织厂不景气， 我

和金根相继下岗。 为了生存，

我们两个去学了驾驶。 在当

时， 会开车还是一件很了不

起的事情， 有个驾驶证， 找

工作也方便得多。

考出驾驶证后， 我和金

根都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

日子就这样平静而温馨地过

着。 转眼， 女儿也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了。 她在大学里谈

了一个男朋友， 男生十分优

秀， 是个学霸。 这让我和金

根很是欣慰。

男孩不久就考取了国外

的学校。 出国之前， 我们两

家给孩子们办了一个热热闹

闹的婚礼。 不久之后， 女儿

也跟着女婿出国了。

这一下， 我和金根彻底

轻松了。 我们俩也都到了退

休年龄， 相继办理了退休手

续。 就准备好好享受退休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