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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兰

8月3日，“荣军敬老 真爱永恒”金婚庆
祝活动现场，伴随着温情的歌曲旋律，8对军
休金婚伉俪在主持人的介绍下，依次牵手相
伴迈上红毯。工作人员引导老人们在“余生
有你”特制纪念卡片按下手印并为他们献上
鲜花，出席活动的来宾们将前期拍摄的金婚
纪念相册分别送给了金婚老人们。

当初简易婚礼中的懵懂新人，如今已携
手走过半个世纪，戎马半生，患难与共，老人
们感慨万千，讲述着自己恩爱相守、浪漫甜
蜜的故事，场面温馨感人。随后，金婚老人
切开纪念蛋糕，与到场嘉宾及市民游客共同
分享甜蜜回忆。现场，青岛海鹰艺术团为老
人们表演了《中国海军》。

活动结束后，老人们依次合影，将幸福
定格。工作人员将老人们的巨幅照片取下
送给他们，将这份温暖与甜蜜留存下来。

活动期间，市民游客们为这些相濡以
沫的老夫妻感动不已，深深感受到了浓浓
的家庭亲情和军人的家国情怀。有一对新
婚夫妻在现场合影，从新婚走到金婚，这便
是对新人最好的祝福；有小朋友们手捧蛋
糕听老人们讲述军旅生活，懵懂神情中掺
杂着向往。

此次活动，让军休金婚伉俪们重温了多
年来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美好过往，也感
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晚辈们的美
好祝福，弘扬了传统文化、培养了良好家风、
共促了美好社会风气。 记者 韩雪冬

恩爱相守 幸福定格

青岛海鹰艺术团献上节目《中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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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0 岁的李义元
和 84 岁的曹桂兰都是山
东济南人，而且两人的家
相距不过 200 米，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促成了他们
的姻缘。

李义元从军一生，把
青春奉献给了国防 ；曹
桂兰从教一生，桃李满

天 下 。 自 1960 年 结 婚
后，他们聚少离多，甚至
三个孩子出生，李义元
都不在身边，但他们却
恩爱有加。

退休后，李义元有了
闲暇时间，他主动承担起
照顾家庭的任务，尽力弥
补错过的一切。而在老

伴身体出现问题后，曹桂
兰悉心照料，帮其实现了
康复。

风风雨雨走过了 62
个春秋，他们两人生活十
分默契，从没“红过脸”，说
起幸福婚姻的秘诀，李义
元郑重地说：“相互理解和
包容。”

作为一对双军人夫
妇，能参加金婚庆典活动，
让张士木、张慧敏夫妻二
人备受感动，“没想到今天
的活动这么隆重，这么浪
漫，弥补了我们年轻时的
遗憾。”张慧敏告诉记者，
在活动进行时，她几度感
动得落泪。

据张慧敏介绍，她和
老伴张士木来自同一个部

队，“我们相识两年后走到
了一起。他虽然和我同
岁，但是在工作、生活中都
非常照顾我，慢慢地两个
人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感
情也慢慢建立了起来，自然
而然就走到一起了。我们
两人属于互相吸引，自由恋
爱。”由于时代和工作原因，
张士木和张慧敏举行了简
单的结婚仪式，“就是自己

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吃了顿
饭就算是婚礼了。”

在一起携手相伴这
么多年，张慧敏说，两个
人相处的秘诀就是互相
包容，互相扶持，“我是个
急性子，有时候脾气急，
他从来不跟我计较。我
父母年老生病的时候，他
无怨无悔地照顾，这让我
非常感动。”

年轻时，张学林和李
艳霞投身军营，相识相知
相爱。1971 年，两人领取
了结婚证后，又各自回到
工作岗位，直到后来李艳
霞才从嘉祥调到了曲阜，
与张学林在一个单位工
作，才实现了团圆。

1984年，他们全家又调
到了潍坊，此时他们都已过
中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面
对一个个困难，他们携手同
行。张学林一直忙部队上
的工作，家里的事全部都靠
李艳霞，李艳霞没有半句怨
言，她总是说，只有国家强大

了，才有幸福的小家。
在51年的婚姻里，张

学林和李艳霞从来没有吵
过架。对于婚姻和家庭的
经营之道，张树林说，夫妻
双方一定要相互体贴、相
互疼爱、相互照顾，只有这
样，家庭才能和睦幸福。

1968 年，林庆玉和高
瑞英在老家经人介绍相
识，经过近三年的爱情长
跑，两人于1971年步入婚
姻殿堂。

婚后，由于工作原因，
林庆玉被安排到济南工
作，这一走就是20年。20
年的时间里，孩子大大小
小的家长会都是高瑞英参
加；家里里里外外，也都是
高瑞英一人操持，在外人

眼里，高瑞英是公认的好
儿媳。虽然林庆玉说自己
是个不称职的丈夫，但在
高瑞英心里 ，林庆玉却
是最好的老公，“我的老
公，不管是对父母，还是
对兄弟姐妹都非常好 ，
有他给我带头 ，我肯定
要做好。”

2003 年，退休后的老
两口过起了相依相伴的生
活，高瑞英喜欢画画，每次

画完，林庆玉都要在画上
题字，“我们这叫妇唱夫
随”。谈到夫妻携手走过
金婚的秘诀，林庆玉说，除
了对老伴真诚的爱，就是
夫妻间的互相包容和体
谅。今年七夕，恰逢高瑞
英73周岁生日，林庆玉希
望老伴身体越来越好、心
情越来越好，“由衷地感谢
你，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
来陪伴你一辈子。”

今年 79 岁的于贤宗和老伴
杨佩兰于1970年步入婚姻殿堂，
没有丰厚的彩礼，也没有漂亮的
婚纱，他们在民政局登记后，在
于贤宗单位举行了一场简单的
仪式。

结婚后，因工作原因，于贤宗
经常会有紧急任务出差，有时一去
就是十天半月，为此，杨佩兰从没有
任何怨言。她不仅照顾家里的老
人、孩子，甚至于贤宗弟弟妹妹的
工作、结婚等，都离不开杨佩兰的

付出。
结婚这么多年，于贤宗和杨

佩兰一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他
们孝顺老人，关心子女，孩子们受
他们的影响也非常孝顺，并且事
业有成。

今年82岁的朱汉标大学毕业
后，远离家乡来到青岛成为了一名
海军技术兵，和老伴王素敏经过一
年交往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作为
J121船重要技术人员，朱汉标被选

入南极考察编队，赴南极考察，一
走就是半年的时间，家里面很多时
候都是王素敏在照顾。

直到退休后，他们才真正过
上了恩爱生活，十几年间他们足

迹踏遍了全球32个国家。他们生
活中相互照应，精神上相互陪
伴。“家庭里的事没有对错，互相
包容，相互帮助，才会长久。”提起
婚姻幸福的秘诀，朱汉标说。

朱汉标、王素敏
牵手53载 陪你游遍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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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民是北海舰队的
一名军人，丁清稳是部队
进驻单位的团支部书记，
在战友的牵线搭桥下，两
人相识相知，并于1969年
步入婚姻殿堂，开始了一
段新的人生旅程。

结婚后，黄家民经常
出差，甚至外派到国外工

作，多次执行任务，甚至用
九死一生来形容都不为
过。当时家庭的重担全部
压在了丁清稳的身上，她
总是咬紧牙关，从不抱怨。

在照顾家庭的同时，
丁清稳的工作也没落下，
而且成绩斐然。她设计的
服装不但在青岛有影响

力，而且还曾有两年时间
被调往北京工作，为国家
领导人定制服装。

退休后，他们相依相
伴，很多国家都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携手走过 53
载，他们感情甜蜜，家庭和
睦，浪漫依旧，演绎了一段
感人的爱情故事。

今年 88 岁的张遗和
86岁的汤亚芳，都是江苏
南通人，两人在真正见面
之前，先是通信了一年多
时间，缘分就这样在纸短
情长间悄然而至。

一年后，他们才得以
相见，见面后两人十分钟
情，去照相馆拍下了他们
的第一张合影，同时缘定
终生。到1961年，他们举
行了简单的婚礼，正式步

入婚姻殿堂。
结婚后，张遗很快就

赶回了部队，汤亚芳继续
奋战在教育战线上，两人
从此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
分居生活，这一分别就是
10年。张遗在部队经常是
忙得不可开交，汤亚芳不
但要忙工作，还要担负家
庭的重担，从来都是报喜
不报忧。而汤亚芳生病
时，张遗也是无微不至地

照顾她，做饭、送饭、安慰、
陪伴，为老伴战胜病魔增
添了信心。

结婚61年，张遗和汤
亚芳没有吵过一次架，凡
事都是两人商量，对待彼
此父母和兄弟姊妹更是
关心关爱。“家是讲奉献
的地方，家人之间就要互
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
理解，生活才会越来越幸
福。”张遗总结道。

记者 张磊 许瑶 崔佳佳 实习生 陈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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