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妻子突患克罗恩病

2018年以来，虽然妻子没再住

院治疗，但每月还是要花医药费，加

上两个女儿上学等开销，不再出去务

工的翟志阳，骤然感到了生活的负担

是那样沉重。

好在翟志阳是一个求上进、好学

习的人，凭着在福建宁德家具厂做技

工时学的做家具手艺，去郑州二手市

场买回一台机床，在家办起了家具作

坊。

许是应了“苍天眷顾善良人”

这句俗语，翟志阳的家庭家具作坊

举步维艰，开业的第二年，温泉镇

温泉村棚改安置房项目“汤王花

园”社区正式开始选房，在温泉村

村民终于迎来翘首以盼的时刻，翟

志阳也逢上了难得的机遇，靠着良

好的口碑和技术，接到了不少家具

订单。

随着与第一批客户稳定信任关

系的建立，通过口口相传，翟志阳的

客户逐渐由温泉镇扩大到周边乡镇，

以及汝州城区，虽然一个人做得较

慢，但活儿做得细致，价格比同行低，

客户也很信任他。

在这里，还得说说翟志阳、杨燕

三个孩子的事儿。大女儿上初三那

阵，为满足女儿考入汝州市一高的强

烈愿望，翟志阳每天晚上都去镇里的

学校接女儿回家上网课，第二天早晨

5时起床把孩子送到学校，今年秋季，

大女儿终于圆梦。

翟志阳说，三个孩子都挺懂事，

16岁的大女儿、14岁的小女儿和5岁

的儿子，看见他做家具忙，都会主动

过来帮着抬木板，还主动要求跟着去

客户家安装家具。他不忙时，孩子们

就自觉地坐在那里学习。

“我本来脾气就不好，因为这病

更是动不动就发火，志阳从来没恼

过。志阳的好，我真的咋说也说不

完。这些年对我不离不弃，没有一句

怨言，我有时候想想都想哭……”说

着说着，杨燕的泪水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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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阳翟志阳 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六湖清清入镜来

婚姻是人生的一条长河，少有风平浪静。夫妻间相互关爱、体谅、信任和尊重，是婚姻守

护和保鲜的基础。因此，有人说：在婚姻生活中，唯有“喜你之喜、悲你之悲”的默契，才能不离

不弃、天长地久。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翟志阳，就在妻子患了一种病因不明，可能与感染、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有一定关系的疾病后，用爱抒写了一个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须多言的故事。

10月25日，晴。12时30分，记者

拨通了翟志阳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他的

妻子杨燕：“这几天要种麦了，志阳下地

去还没有回来。”

翟志阳今年42岁，是汝州市温泉

镇翟楼村人，2003年与邻村东均田小

他一岁的杨燕喜结连理。婚后，二人相

敬如宾，先后有了两个女儿。2016年

夏天，夫妻俩盼望中的儿子出生，但很

快，喜得贵子的喜悦便被不期而至的疾

病淹没了。

杨燕说，儿子出生后，她在月子里

就得了克罗恩病，病情属于比较严重的

那种，劳累、生理期和季节变化都会加

重。

关于克罗恩病，“科普中国”科学

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认证的

词条这样介绍：克罗恩病是一种原因

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在胃肠道的

任何部位均可发生，但多发于末端回

肠和右半结肠。本病和慢性非特异性

溃疡性结肠炎两者统称为炎症性肠病

（IBD）。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肠梗

阻，伴有发热、营养障碍等肠外表

现。病程多迁延，反复发作，不易根

治。尚无根治的一般方法，许多病人

出现并发症时，需进行手术治疗。本

病的复发率与病变范围、病症侵袭的

强弱、病程的延长、年龄的增长等因

素有关。

因妻子患病，原本幸福的家庭生

活陡生波澜。在当地医治无果后，翟志

阳把杨燕送到了洛阳，转入解放军150

中心医院，被确诊为克罗恩溃疡性结肠

炎。与一般的结肠炎患者结肠部分溃

疡不同，杨燕患的是全段溃疡。

杨燕回忆道，在解放军150中心医

院住院时，她虚脱得连路都走不动，从

病房一楼到二楼，每上一个台阶都要大

喘气。

那段时间，翟志阳更是劳心费

力。两个女儿交给爷爷奶奶照应了，让

他放心，但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儿子，还

需要带在身边。“她每天都要去10多次

厕所，每次都非常急，控制不住的话，几

秒钟之内就拉在了裤子上，还上吐下

泻，身体很快就拖垮了。”翟志阳说，妻

子第一次住院26天，花了两万多元，出

院后不久，因病情复发再次住院，2017

年又住院三次。

10月20日11时30分，汝州市温泉镇

翟楼村西南角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院子里、

屋子里堆积着长短、宽窄不一的压缩板材，

电锯切割木板的刺啦声撕扯着整个庭院。

看到妻子从屋里走出，正埋头干活儿

的翟志阳赶忙停手说：“今天外边有点儿

冷，你别出来了，去屋里歇着吧。我去给你

倒茶，该吃药了。”听到这话，杨燕也紧随着

丈夫的脚步回到了屋里。

如此体贴温暖的一幕，对翟志阳、杨燕

夫妻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不论是杨燕患病

之前，还是患病之后。

2003年，翟志阳、杨燕经人介绍步入

婚姻殿堂，婚后，便与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

农村家庭青年夫妇一样，选择了外出务工。

翟志阳进入广东东莞市一个家具厂，

杨燕在一个沙发厂。“都是8个人一间的集

体宿舍，每天工作时间又长，那时候，我们

能相聚的时间很宝贵。”翟志阳回忆说，正

是这种为了生计而忙碌，夫妻难得相聚的

打工生活，让他俩更加珍惜彼此间的感情，

也更加努力工作。

成为熟练技术工人后，夫妻二人有了

跳槽的资本，到了一家既做家具，又做沙

发的工厂。“到了同一个厂，虽然见面机会

多了，但住的还是集体宿舍。”翟志阳说，

就这他俩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可以一起

去餐厅吃饭，谁有头疼脑热了，可以及时

互相问候和照顾，那个时候，还是挣钱最

重要呀。

有了两个女儿后，杨燕回到了老家照

顾孩子。翟志阳则先后辗转陕西西安、福

建宁德等地务工，一直在家具厂做技工，为

的是多赚钱。

2016年儿子出生，杨燕罹患克罗恩病

后，翟志阳收住了务工的步伐，选择回家创

业，为的是更好地照顾陪伴妻子。

杨燕说，以前身体好好的时候也不觉

得，自从生了病之后才觉得志阳对她是真

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也没有给

她一次脸色看。

“这个病需要在饮食上特别注意，生冷

的、辣的、稍微硬一点儿的东西都不敢吃，

面条必须煮得很烂才敢吃，而且一次不敢

吃太多，要每天多餐，什么时候饿就少吃一

点儿，稍微不注意就会上吐下泻。”翟志阳

说，他还买了有关克罗恩病的专业书籍研

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搜寻。

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下，杨燕的病情得

到了较好控制，从2018年起，就没再住院。

□平党申文/图

在汝州市西北部，有六座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主要靠人工修建的小

型水库，分别为：夏店水库、大张水

库、寺上水库、神沟水库、贾庄水库

和窑院水库。这六座水库像六颗明

珠镶嵌在汝州西北大地上，锁住了

上游桀骜不驯似脱缰野马的喜怒无

常的河流，保护着下游成千上万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灌溉着万亩

良田，是汝州西北人民的母亲湖和

生命之源。这六湖曾是汝州西北人

民的骄傲和自豪。

然30多年来，干旱少雨的极端

天气，致使六湖中除夏店水库有少

许湖水外，其他水库几乎干枯，湖面

成为滩涂或变为良田。

物极必反。今年夏秋之交，上

天仿佛良心发现了30年来对芸芸

众生少雨的不公，7月20日、8月20

日两场不期而至的强降雨，其间，大

雨、中雨、小雨，连续下了一个多月，

把几十年来少雨的亏欠，全部弥补

了过来。

连续降雨，沟满河平，干涸多年

的汝州西北六湖逐渐恢复了生机，

人们又把昔日憎恨的目光变成可爱

的眼光，在六湖周围游览，畅想着来

年的丰收。六湖宽宏大量，不计较

人们的势利，她憋足了劲，保存自

己，保护自己，争取人们需要的时

候，牺牲自己，奉献人民。

曾任夏店镇中心校副校长、《夏店镇志》副主编，现在夏店镇政府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汝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汝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汝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

作者简介 平党申

一
夏店水库是六湖中的大姑娘。

夏店水库位于夏店镇夏北村北，成

功拦住了荆河上游两大支流关帝庙河、

满泉河水，造福一方人民。她成熟最早，

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

1953 年秋，在时任临汝县委书记

霍华章的领导下，水利大军在荆河上

游原黑龙潭，人挑肩扛石磙木桩夯实

修建了临汝县第一座水库——夏店

水库。1954 年夏，夏店水库被冲毁。

为给全县兴修水利总结经验，夏店人

民开始二次重建夏店水库，1956 年

夏，建成蓄水，库容 340 万立方米，流

域面积 37 平方公里，最大坝高 28.5

米。

湖水虽然淹没了河口村100多亩良

田，搬迁了几十户村民到夏店乡新村，但

却使夏店街、上鲁、毛寨、孔寨、磨庄、陈

庄等10个村1万多口人受益，9000多亩

耕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田。后夏店水库多

次除险加固，成为汝州西北六湖中的佼

佼者。

夏店水库东有千年古刹普照寺和

国家级传统村落山顶村石头部落，西

有古汝州八景之一玉羊晚照，扼古宛

洛荆源驿道咽喉，山清水秀，风景宜

人。今年夏秋之交的降雨，刚好平了

夏店水库溢洪道，秋风掠过，夏店湖一

湖清水有节奏地为两岸丰收的人们唱

着颂歌。

二
大张水库是六湖中的二姑娘。

据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荆

河在脾山右，源出玉羊山之东。经十余

里，至李家户而水滋大。又经长春观、白

云山后河愈宽。

大张水库位于骑岭乡大张村北，坝

址在脾山和白云山最窄处。她不仅成功

拦截了荆河主流来水，而且成为丰水期

跃进渠泄水湖，作用不凡。她是荆河上

第二座小型水库，建设于1958年，面积

约为夏店湖的三分之二。

大张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有仰韶

文化人类生活遗址。

大张水库坐落在村北，滋润着一方

百姓，东有脾山刘仙姑庙风景区，西有战

国时期东周国遗址路家庄禅狐聚，南望

省道洛界公路，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今

年夏秋之交的降雨，使大张湖碧波荡漾，

即使是阴云密布秋风乍起的雨后，仍有

游人到大坝上一览大张湖久违了包容的

尊颜。

三
寺上水库是六湖中的三姑娘。寺上

水库又叫佛山寺水库，位于庙下镇寺上

村北。

据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佛

山寺，在潘户里，元大德戊戌（公元1298

年）建，屡次重修，城西二十里。寺上，村

以寺名。清道光年间，汝州下设三十里，

其中潘户里辖43个村庄，佛山寺村、大张

村等属于潘户里管辖。

寺上水库建在佛山寺北侧，1958年

修建，面积约为夏店湖的二分之一，她主

要拦住了夏店镇陈庄、路庄以西和庙下

镇姚庄、罗锅梁以东的荆河支流，成为寺

上、许庄、黄庄2000多口人的主要水源。

寺上水库和千年古刹交相辉映，在

水库和佛山寺之间，建有寺上小学和寺

上党群服务中心，环境优雅宜人。今年

夏秋之交的降雨，使寺上水库半湖清水

格外迷人。

四
神沟水库是六湖中的四姑娘，位于

庙下镇神沟村北，成功拦住了禹王山阴

坡刘张沟河和盘龙山阳坡神沟河水。

神沟水库修建于1958年，成为神沟

村2000多口人的生命之源，1992年修建

的人畜饮水引渠，解决了神沟村500人

饮水难。神沟湖面积仅有夏店湖的三分

之一，坝长340米，东有汝州市西北最高

峰禹王山，山上建有禹王山森林公园，西

有盘龙山天险，禹王山和盘龙山握手言

和处，有悬崖峭壁一线天，悬崖下是涓涓

溪流刘张沟河。今年夏秋之交的降雨，

使神沟湖更加景色迷人。

碧绿的禹王山和盘龙山倒映在清清

的湖水里，天、山、水一色，融会贯通，白

鹭和野鸭在湖水中悠闲地嬉戏，秋风掠

过湖面，湖水和大坝清脆的有节奏的接

吻声此起彼伏，赏心悦目。神沟湖小巧

玲珑，是汝州六湖中的精品。

据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神

沟村和官庄街等村同属梁家里，现在有

汝州直通神沟村的公交车，每小时一班，

方便人们到神沟湖休闲观光旅游。

五
贾庄水库是六湖中的五姑娘，位于

陵头镇西街村贾庄自然村西北，修建于

1958年。

贾装水库湖面为陵头镇、夏店镇共

有，因在夏店镇孙庄村南，孙庄人称她为

南湾水库。贾庄水库主要拦截了荆河和

沙河两条河流的河水，东面是陵头街的

屏障高地牛筋巴山，西面是荆河三大寨

最大的寨毛寨村的荆阳寨，南邻县道坊

庙线。

贾庄水库面积仅为夏店湖的四分之

一，从西往东看，形似一个英文字母W，

湖面四周是成熟的秋庄稼，高粱像卫士，

昂首挺胸守护着一方安宁，花生谦逊地

把果实埋在地下。今年夏秋之交的降

雨，淹没了湖中的庄稼，人们在浅水区抢

收着希望。

六
窑院水库是六湖中的六姑娘，位于

陵头镇梅庄村窑院自然村北，主要拦住

了30里白沙沟的沙河水，使下游梅庄、陵

头村等村免受洪水灾害。

窑院水库始建于1958年，命运多

舛。1961年秋的暴雨使临汝县腾口水库

溃坝，淹死119人。为防止水灾再次发

生，当时洛阳地委某领导下令临汝县扒

掉所有中小型水库，临汝县舍不得用血

汗筑起的几十座水库，经请示省委和中

央，只扒掉了有安全隐患的窑院水库。

1962年，陵头人民公社重修了窑院

水库。十几年前，因窑院水库年久失修，

成为病库险库，弃用。今年夏秋之交的

降雨，使窑院水库储存了一些湖水，湿地

面积绵延到四五里外的白沙沟。站在水

库西面的山头上，秀美白沙沟尽收眼底，

蜿蜒的盘山公路在窑院湖东侧经过，没

有发挥储水作用的窑院湖显得有点空旷

无奈，几名游客在大坝上拍照、拍抖音留

念。何时修复窑院湖，成为人们沉重的

话题。

七
汝州十年九旱，兴修水利显得尤其

重要。汝州西北六湖是当时人们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困难，敢于牺牲，

兴修水利，造福人类的见证。

愿今日的人们，珍惜父辈创业的艰

辛，保护好六湖；愿今日的人们，继续发

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好六湖。

但愿六湖水常在，祝愿六湖水常清。

B 深情不及陪伴 厚爱无须多言

C 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具作坊

夏店水库美如画夏店水库美如画

给妻子喂药
制作家具

□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梁亚波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