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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一首孟郊的《游子
吟》道出了敬老的浓浓深情，
恰逢重阳，重读这首诗，更增
添几分情怀，敬老爱老，宾朋
相聚是重阳节真实的写照，
为了让这个重阳节更具“情”
的寓意，开发区振华购物中
心别具匠心，开展温暖重阳，
最美重阳等系列让利钜惠活
动，让这个重阳节别具浓浓

“真情”。
“流行秋品2—6折，足浴

盆，按摩垫特价199，黄铂金，
欧莱雅，美宝莲让利……”层
层优惠的背后是开发区振华
对广大水城市民的馈赠之
情，浓浓重阳节，更多了一份
对普通市民的关怀。

流行的服饰，实惠的

价格，热闹的活动让市民们
流连忘返，也让这个重阳节
别开生面，作为开发区唯一
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
一站式购物中心—开发区振
华购物中心着手将这个重阳
节打造成市民休闲小聚，放
松娱乐的首选之地。

“重阳节到了，给家里老
人买个按摩椅，进进做儿女
的孝心。”在机关上班的刘女
士告诉记者，家人平时忙着
上班，也没有太多时间陪老
人，正好重阳节到了，趁着放
假，商场搞活动，给父母买个
按摩椅，希望能给辛苦了一
辈子的父母一些关怀。

像刘女士一样，重阳节
之际，带着家中老人来开发
区振华购物的市民不在少

数，逐渐降温，为家中老人添
置几件秋装成为不少上班族
的一份心意，“今天正好休
班，带着父母和孩子来逛逛，
顺便给老人买几件衣服。”。
正在购物的市民王女士告诉
记者，现如今，开发区振华成
了全家人出门购物休闲的首
选场地，能逛街购物还能吃
饭，更重要的是孩子也有了
很好的去处，趁着自己陪父
母逛街的空当，王女士的丈
夫带着孩子去了楼上的希乐
城儿童职业体验馆，购物休
闲两不耽误，中午全家人一
起吃个饭，王女士坦言，“这
个重阳节，虽然走出了家门，
但仍旧在这里感受到一种家
的温暖，老人感到很幸福。”

本报记者 张超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开开发发区区振振华华倾倾情情钜钜惠惠献献礼礼重重阳阳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

正是人们出外休闲旅游的
好时节。“登山玩水”成为
不少游客的消夏之选，而
山海风光责备受青睐。最
近，城区旅行社大推的连
云港风光品质二日游受到
不少出行市民的追捧，花
果山、连岛等景区更给游
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花果山位于江苏省
连云港云台山境内。一到
山门口，《西游记》氛围便
扑面而来。山门是在传统
古城门的骨架上，用现代
表现手法加以渲染。正门
上首为孙悟空的头像，背
衬圆形图案，象征功德圆
满，法轮常转。

花 果 山 上 有 个 玉 女

峰，是江苏省最高峰，海拔
625 . 3米。花果山，原名苍
梧山，因吴承恩创作神话
小说《西游记》取材于此而
得此名。这里既有水帘洞
等许多神话的出处,又有现
实的参天的古树、潺潺的
流水，丰盛的植被。

而连岛古称鹰游山，面
积7 . 6平方公里，是江苏省
最大的海岛，与连云港港隔
海相望，通过6 . 7公里的中
国最长的拦海大堤与连云
港市东部城区相连。集青
山、碧海、茂林、海蚀奇石、
天然沙滩、海岛渔村人文景
观于一体，是江苏唯一的
AAAA级海滨旅游景区,还
以盛产海鲜著称。得天独厚
的资源已使连岛成为夏季

避暑纳凉、踏浪休闲娱乐、
享受海鲜美味的旅游胜地。

连岛青山批翠，碧海
泛波，独特的海滨风光秀
丽迷人，是黄海之滨一颗
璀璨的明珠。集山、海、林、
石、滩及人文景观于一体。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连岛度
假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气候四季宜人。岛上山峰
苍翠欲滴，森林覆盖率超
过 8 0 % ,所到之处绿树成
荫。这里有江苏最佳的天
然优质海滨沙滩——— 大沙
湾浴场；汇萃青山、碧海、
金滩、茂林、奇石于一体的
海滨胜境苏马湾生态园；
享受卧床听涛、推窗望海
渔家乐趣的渔村之旅。

(孟凡萧)

游游花花果果山山、、连连岛岛观观山山海海风风光光

晚上每隔一小时扶老人上趟厕所，想请假老人拉着不让走

她她像像对对待待亲亲人人一一样样照照顾顾老老人人
晚上一小时起一次

伺候老人上厕所
柳继红今年48岁，她性格开

朗，爱说爱笑，非常热情。2012年
10月来到鸿福老年公寓后，就一
直照顾着一对老年夫妇。

12日早上才6点多柳继红就
起床了，很明显她晚上又没有睡
好。她护理的一对老人，老头88
岁，拄着拐杖自己可以行走。老太
太今年86岁，患有脑血栓伴有后
遗症，不能走路。老太太每天晚上
隔一个小时上次厕所，晚上柳继
红一听到老人叫的声，便赶紧起
来把老人从床上抱到坐便椅上，
完事再把她抱回上床，因为老人
较胖，柳继红很瘦，每次抱老人时
她都要使尽全身力气。

柳继红说，早上起来她为两
位老人穿上衣服、打扫卫生、伺候
老人洗刷，洗刷完毕后喂老人吃
饭。12日早上，喂老人吃饭时柳继
红开玩笑地说：“大娘你不能再胖
了，再胖我就抱不动你了。”柳继
红一边说，一边往老人嘴里送饭。

请假回家

老人拉着手不让走
柳继红的父母和公公婆婆都

70多岁了，为了照顾老人，柳继红
今年中秋节没能回家。柳继红说，
她已经8个月没回去看过自己的
父母了。前段时间，柳继红想请假
回家看看父母，她跟老太太说了
后，没想到老太太拽着她的手不
放。没办法，柳继红撒谎说出去买
东西，老人才松手。偷偷回家看了
看自己父母，又马不停蹄地赶了
回来。

柳继红的孙子今年6岁，因为
早产，孩子患有脑瘫，为了给他治
病家里到处借钱，现在孩子会走
路了，在附近一家幼儿园上学。柳
继红的儿子儿媳都在河北工作，
小孙子跟着柳继红生活，虽然学
校离得很近，但柳继红很少能去
接孙子，都是公公婆婆看着。

柳继红的老公在一家工厂上
班，一个月1000块钱，“光指望他
一家人不得饿死，我也得出来上
班。”柳继红说，她卖过家具，干过

餐馆，现在年龄大了，很难找份体
面又挣钱的工作，能有一份这样
的工作她已经很知足了。“在这里
和老人说说话，平常帮着老人晒
晒被子，打打水。这些老人对我都
不孬，我挺开心。”柳继红说。

柳继红照顾的两位老人有4
个儿子，2个女儿，都有自己的工

作，平常儿女们每周都错开来看
望老人。12日，老人的大女儿来
了，因为照顾老人，柳继红和老人
的家人关系很好。老人的大女儿
说，换过很多护理员，柳继红是最
耐心的一个。“比我们当儿女的都
细心，有她帮着照顾父母，我们都
可以安心的工作。”

10月13日重阳
节，老年人再次成
了 社 会 关 注 的 焦
点，还有一群被忽
略的群体——— 老年
公寓护理员。聊城
鸿福老年公寓的护
理员柳继红今年48
岁，自己的父母和
公公婆婆也已经70
多岁，家里还有一
个 患 有 脑 瘫 的 孙
子。然而，为了照顾
老 年 公 寓 里 的 老
人，她已经8个月没
回家了。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记者
李璇 通讯员 周雨菡 何娜)

临清一位老人再婚，没想到引发
了儿女的不满，荒唐的是，其子女
以此为由认为可以不负赡养义
务。

近日，临清市司法局尚店司
法所在辖区开设《新老年法》普法
讲堂，讲堂结束后，一位老人久久
不离开。原来老人独自一人居住。
去年，老人经介绍与邻村一位老
太太相识并登记结婚，从此原本
和睦的家庭不再平静。老人子女
认为其父亲年老了不应再婚，即
使再婚也应当由自己解决生活问
题，作为子女可以不负赡养义务。

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情理与法
律角度对老人子女进行开导，老
人长期自己居住，没有说知心话
的人，这样会严重影响老人心理
健康。尤其是当今社会压力日益
增大，子女无法长期与老人在一
起，致使老人感觉无依无靠，因此
重新组建家庭更多目的是排解孤
独、互相防老。作为子女应对老人
理解，子女与老人的亲情同样是
老人生活支柱。老人的婚姻自主
权受法律保护，子女对父母赡养
义务并不由此而消除。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说服教
育，最终老人的子女表示一定会
多与老人相处，理解老人再婚的
同时给予老人更多支持。

不满父亲再婚

儿女拒绝赡养

本报聊城 1 0月 1 3日
讯 (通讯员 潘辉 麻建
萍 见习记者 马雷雨 )

赡养父母本是天经地
义，但沙镇镇的刘女士竟
以自己生活困难为由拒
绝赡养自己的父母。

刘先生夫妇二人今年
都已经70多岁，共生育五
个女儿，夫妇二人与小女
儿一直共同生活。2010年
刘先生的老伴不幸患上癌
症，期间多次住院治疗，支
出医疗费等44641 . 35元。
五个女儿中除大女儿以
外，其他在对刘先生夫妇
的赡养问题上均尽了各自
的义务，并各自承担了母
亲的医疗费，刘先生夫妇
对以上四个女儿在日常生
活中对自己所尽的义务也
表示满意，表示不再要求
其他四个女儿给付已发生
的医疗费，只要求大女儿
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9000
元。

大女儿称，自己是家
中老大，13岁就辍学在家
干 活 ，当 时 姐 妹 都 在 上
学，平时家里地多活多，
这些活全落在自己身上。
目前自己的儿子因高烧

导致脑瘫，光治病就花去
了七、八万元，使原不富
裕的家庭更加贫困，经常
靠卖血维持生活。自己的
家庭都难以维持，所以也
就没有钱再给母亲治病。

东昌府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大女儿尽管在以
前的生活中，可能为家庭
付出较多，在某些方面也
尽了相应的义务，但在母
亲患重病后，如果自己没
有能力去照顾母亲和给
付医疗费，应将自己的生
活困难告之父母，多与父
母沟通，取得父母的谅解
和同意，其本人不仅没能
做到这些，反而认为父母
对自己不同情由此对父
母产生怨恨，并与父母的
关系日渐恶化直至对父
母恶言相加，大女儿的行
为违背了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
德和善良风俗。刘先生夫
妇要求大女儿给付应按
份承担的医疗等费用及
今后的赡养费，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限其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
先 生 夫 妇 医 疗 等 费 用
8928元。

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赡养
不孝女被父母告上法庭

近日，聊城大学东昌学院举行“水墨绘重阳，百善孝为先”书画笔会
活动，图为书画家在现场创作。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绘绘””重重阳阳

老太太一激动就爱掉眼泪，柳继红为她擦眼泪。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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