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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恩爱到白头

这对夫妻结婚这对夫妻结婚6868年没红过脸年没红过脸

30多年聚少离多，却
始终恩爱如初

步根娣没怎么读过书，识
字不多，她对能识文断字的徐
嘉玉充满了崇拜和依恋，“他什
么都知道，特别了不起。”可两
人结婚后，却没能和步根娣想
像的那样长相厮守，反而聚少
离多。

1949年，19岁的步根娣经
人介绍与家住瓜渚村徐家一队
的徐嘉玉相识相恋成婚。之
后，徐嘉玉去往上海学修表，
一年到头只有过春节和国庆才
会回家，步根娣每每思念丈
夫，就会在闲暇时搬把椅子坐
到门口，看着村口的方向。“没
办法，他外出学手艺，家里有
5 亩地的农活总得有人干，只
得到农闲时才有可能去上海与
他短聚。”说起与老伴年轻时分
隔两地的往事，步根娣满是感
慨。她告诉记者，原先她并不
识字，就连给丈夫写封家书都
很难，“好在后来国家开展扫盲
行动，村里组织我们晚上集体

学习，这才学会了一些基础汉
字，可以给他报个平安”。

而在分隔两地的这些年
里，步根娣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次她真的等到了风尘仆仆的丈
夫。“那天我不知道有多高
兴。”回忆起当年的幸福，步根
娣脸上的皱纹似乎也笑开了褶
皱，“他说他要在家里歇一晚，
我赶紧忙里忙外，张罗吃食。”
步根娣告诉记者，那时候家里
穷，在家里找不到好东西给丈
夫吃，她便咬咬牙把自家半熟
的稻子割了几把，打成粉，给
徐嘉玉做成了点心。也正是因
为聚少离多的原因，两人十分
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当地村民
们都说，老两口的恩爱是看得
见的。

38年日夜陪伴，互相
关心成恩爱“秘诀”

历经 34 年的分隔后，1979
年，由于高血压等身体原因，当
年只有 53岁的徐嘉玉选择提前
退休，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也许是常年在上海工作的
缘故，徐嘉玉对田地里的农活
陌生的很，所以当他与妻子一
道下地干活，看到妻子在田地
间挥汗如雨的样子，他的心头
很不是滋味。“第一次跟她去田
里干活才知道她以前做得很
苦，瘦小的身子背了一捆又一
捆的麦穗，腰痛的毛病也是那
时候留下的后遗症。”自那以
后，每天晚上入睡前，徐嘉玉
都会牵着步根娣走到洗脚盆前
坐好，伸出两只手，开始为她
做上半个小时的按摩，从头到
脚，先是按太阳穴，然后揉肚
子，最后搓腿肚，一点也不马
虎。“这是老伴几十年的习惯，
他觉得这样坚持做下去会让我
的身体更加健康。平时他也爱
读报，特别是对养生方面很感
兴趣，说是要做我的私人保健
师”。

为了减轻妻子的劳累，除
了每天坚持给她按摩，徐嘉玉
还主动揽下了日常三餐的料理
工作。“这么多年，家里的三餐
都是他在做，儿女们都说他的

厨艺比我好，爱吃他做的菜。”
步根娣告诉记者，她和老伴一
共养育了四个孩子,如今全家上
下总共有 23 口人,可谓四代同
堂,其乐融融。一直到去年，身
子骨还算硬朗的徐嘉玉每到春
节，都会给全家人做上几个拿
手菜，“其中有一道菜是儿孙们
必点的，也是老伴自己想出来
的，我们给它取名为徐家特色
菜，去年老伴都 90岁了，还在
一家团聚的日子里给大家做了
这道菜。”

2008年，徐嘉玉和步根娣
原先所在的瓜渚村被拆迁，田
地也被用来建厂房，辛苦了大
半辈子的步根娣也得以歇息，
开启了悠闲的晚年生活。“那以
后，我们俩就在外面租房子，
儿子们就住在隔壁。每天早
起，老头都会一个人步行二十
多分钟去大泊镇上买菜，并时
常给我带些早饭，晚饭后，他
也会拉着我一起在村子里转
转，说这样对身体好。”

步根娣说，本以为日子会
一直这样平淡下去，却未曾想

到，去年清明前，老伴在家被
床脚给绊了一跤，落下了腰疼
和腿疼的毛病。“年纪大了，被
绊了一跤后，他在医院住了半
个月呢。回来以后双脚也使不
上力了，小一辈的就在网上给
他买了一个轮椅，只要天气
好，我就推他出去转转。”步根
娣告诉记者，自从老伴双腿无
力后，脾气也变得比以前急，

“我知道他是心里有落差，以前
每天都能自个去集镇逛上一圈
的，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需
要别人照顾，所以这脾气经常
也是在冲他自己发。”因为理解
老伴的心情，所以每次当徐嘉
玉发脾气时，一旁的步根娣总
是耐心宽慰，想着法儿地哄他
开心……

如今，两人最大的愿望，
是健健康康地陪伴在彼此身
边。说起自己的幸福秘诀，步
根娣笑着抱了老伴一下，乐得
他合不拢嘴，“我们呀，遇到事
情不着急红脸，有话慢慢说，
然后相互包容与理解。”
（杜文军 蒋玉 丽娜 文/摄）

今年91岁的徐嘉玉，是
我市曲阿街道原瓜渚村徐家
一队人，他的老伴步根娣，今
年也有87岁高龄，两人相依
相伴已经68年，是远近闻名
的“钻石婚”。周边邻居提起
他们，没有不羡慕的。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产品说明书为准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更多选择更多选择———南京银行珠联璧合理财—南京银行珠联璧合理财3535天～天～364364天预期年化收益率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4..88%%～～55..5050％％。。

产品名称

月安享1号124期5万

月安享1号124期30万

双月赢1号124期5万

双月赢1号124期30万

双月赢1号124期新晋中高端客户

季安享1号124期5万

季安享1号124期30万

季安享1号124期新客户

年安享1号124期5万

年安享1号124期30万

期限
（天）

35

35

63

63

63

91

91

91

364

364

起始金额
（万）

5

30

5

30

10

5

30

5

5

30

募集期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名义到期日

2017/8/2

2017/8/2

2017/8/30

2017/8/30

2017/8/30

2017/12/17

2017/12/17

2017/12/17

2018/6/27

2018/6/27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8

4.85

4.8

4.85

5.2

4.8

4.85

5.3

5

5.05

渠道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直销银行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产品名称

双月赢1号124
期新客户

双月赢1号124
期夏季特供

双季鑫1号74期
新晋私行客户

双季鑫1号75期
新晋财富客户

南京银行镇江分
行新客户专享

期限
（天）

63

63

182

63

1年

起始金额
（万）

10

30

100

300

5

募集期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6/21-6/27

名义到期日

2017/8/30

2017/8/30

2017/12/27

2017/8/30

2018/6/27

预期年化
收益率（%）

5.3

5.1

5.5

5.4

5.3

渠道

柜面、网银
和直销银行

柜面、网银
和直销银行

柜面

柜面和网银

柜面和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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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6月，大家是不是被《神
奇女侠》《新木乃伊》《异形：契约》
《变形金刚 5》等好莱坞大片刷屏
了？相对于5月、6月进口大片组
团来袭，7 月开始的暑期档是国
产影片的必争之地。7月的国产
电影片单，重口味小清新啥都有，
看看有你喜欢的吗？

——动画片
当暴力美学遇到家庭大餐

《阿唐奇遇》
上映日期：7月21日

3D 动画电影《阿唐奇遇》讲
述了中华小茶宠阿唐为了变美，
携手机器人小来踏上了去往未来
的历险之旅。

为实现影片中南方城市、游
乐场、冒险地等环境的真实感，制
作团队专门前往厦门、德化、宜兴
多地进行实地采风，设计了包括
传统茶叶店、地下迷宫、科技感十
足的实验室等场景。《阿唐奇遇》
入围了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动画
片，入选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昂西
国际动画节以及上海电影节金爵
奖国际动画片竞赛单元。该片日
前组织亲子看片收获很高的评
价，不少家长表示，这是一部非常
适合全家观看的正能量影片。

《大护法》
上映日期：7月13日

《大护法》讲述了奕卫国大护
法为寻太子误闯花生镇，并卷入一
场被欲望支配的阴谋中。和普通
动画片不同，《大护法》一早就自主
分级“PG-13”(建议年龄十三岁以
上观看)，以独特的画风展示了成
人世界的残酷。根据目前曝光的
物料来看，影片中甚至还有“爆头”
画面，让不少观众感叹：“居然有这
么大尺度的动画电影。”

该片的导演不思凡曾打造过
《小米的森林》《妙先生之雁落大
道》《妙先生之愤怒的鸭子》《妙先
生之火泽睽笑人传》等短片，豆瓣
得分均为8.5分，因此《大护法》备
受期待。

——爱情片
星二代PK流量小生

《秘果》
上映日期：7月7日

《秘果》作为《左耳》的番外
篇，由饶雪漫担任电影编剧，该剧
以00后为主视角，主要讲述了青
梅竹马的段柏文与于池子之间的
一段青春与暗恋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
主演陈宇飞和邹元清均为“星二
代”，陈宇飞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
导演陈凯歌，邹元清则是实力女
星闫妮的女儿。

陈宇飞曾提到，虽然从小经
常跟着父亲一起进剧组，但首次
担任男主角，压力还是很大。而
邹元清则坦言，母亲闫妮给了自
己很多影响，当初拿到这个角色
的时候跟闫妮讨论过，不过还好
演戏时，闫妮因为工作没能来剧
组，“不然我会很紧张”。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上映日期：7月21日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改编自
网络作家唐七公子同名小说，讲
述了青丘帝姬白浅和九重天太子
夜华经历三段爱恨纠葛终成眷属
的绝美仙恋故事。电视剧的热播
让不少观众对电影充满期待。此
外，高颜值演员阵容强势吸睛
——刘亦菲、杨洋、罗晋、严屹宽、
李纯等组成的颜值天团绝对让你
沉浸在一个由颜值组成的世界
里。

——动作片
花样打斗谁更热血

《悟空传》
上映日期：7月13日

《悟空传》改编自网络作家今
何在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独立
于《西游记》之外的故事，热血的
打斗和震撼的特效让人直呼过
瘾。男主角彭于晏扮演的孙悟空
也被网友称为最帅的孙悟空，而
倪妮、欧豪、余文乐等的加盟也为
影片增添了一些期待。

早前，彭于晏受访时提到，自
己饰演的悟空有一种不服输的劲
在里面，“演的时候我基本上永远
都在喊，我学会了怎么样一直喊，
每天我都是杀人，因为导演希望
这只猴子爆发力强，突然会有爆
喊，不停地吼”。

《战狼 2》
上映日期：7月28日

在《战狼 1》广获好评的基础
上，导演吴京再次出击，打造全新
的《战狼 2》。该片不仅有吴刚、
张翰等国内知名演员加入，还有
弗兰克·格里罗等国际演员相
助。为保证电影质感，制作团队
甚至远赴非洲拍摄。影片上映
后，激烈的打斗和紧张的电影情
节想必会让观众们肾上腺素激

增。
值得一提的是，吴京拍《战狼

2》时把体重从 78公斤降到 63公
斤，练就了 8 块腹肌。谈及减肥
秘诀，吴京的方法“简单粗暴”，

“对自己下手要狠，不能吃盐不能
吃糖，不能吃米饭，更不能喝饮
料，这样哪怕一天五顿都可以，减
肥是吃出来的”。

——喜剧片VS惊悚片
蔡国庆放飞自我 京城

81号添凉意

《绝世高手》
上映日期：7月7日

电影《绝世高手》是导演卢正
雨的首部大银幕作品，这个被称
为“最接近周星驰的男人”毫不避
讳地说自己的电影里肯定会有星
爷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电影的
配角亮点不少，比如“艺术家”蔡
国庆放飞自我首次扮演反派，陈
冲主动要求素颜，同时这也是 53
届金马奖影帝范伟获奖后的首部
新作。

《京城81号 2》
上映日期：7月6日

作为暑期档为数不多的惊悚
电影，《京城81号 2》为整个暑期
档增添了丝丝凉意。这部由张智

霖、梅婷、钟欣桐、耿乐主演的电
影，讲述了民国年间，作为京城最
为显赫的军阀少帅府的朝内 81
号门前车水马龙，但屡发的“尸婴
案”令全城人心惶惶。少帅正房
夫人也离奇失踪，小妾产下的怪
胎令人不寒而栗，府中人员接二
连三暴毙……百年之后，文物修
复师宋腾带领妻子入住此地，意
外发现了神秘地宫，真相似乎开
始露出其狰狞的面目……

据悉，片方在 1:1搭建“京城
81 号”的时候，美术团队翻阅了
大量历史建筑资料 1000 多卷，
400 多张包括北京朝内 81 号、天
津西开教堂、广州荔湾广场等在
内的旧照，制片方更投资上亿。
梅婷则透露，自己在拍摄时要无
数次揭开那些装有活蚂蟥的瓶瓶
罐罐，并伸手进去拿东西，“吓得
我后来自己放弃治疗”。

——历史片
群星云集回顾难忘岁月

《明月几时有》
上映日期：7月1日

由许鞍华导演执导，以香港
抗日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真实
事迹为蓝本的电影《明月几时有》，
选择了在7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上映。影片讲述了小学教师方兰
和她青梅竹马的男友李锦荣、游击
队长刘黑仔等人在被日军占领的
香港顽强抗争的热血故事。

一向以塑造女性角色著称的
许鞍华导演首次拍特工枪战片，
联手周迅、彭于晏、霍建华、郭涛、
黄志忠、蒋雯丽、梁家辉等当红明
星，令观众非常期待。

《建军大业》
上映日期：7月28日

今年暑期档阵容最强大的电
影非《建军大业》莫属。作为“建
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影《建
军大业》可谓集齐了半个娱乐圈，
无论是“老戏骨”还是“小鲜肉”悉
数上阵，最新发布的全阵容海报
中就包含了54人之多。

该片讲述了 1927 年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为挽救革命，于当年8月1日在
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创
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
故事。

（综合）

七月国产电影片单：

重口味小清新啥都有 这个暑期不寂寞

镇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镇街
部乒乓球赛落幕

云阳街道、开发区
分获男女团体第一

本报讯 由镇江市政府主办、
丹徒区政府承办的镇江市第十五
届运动会镇街部乒乓球比赛于
18 日在丹徒区体育活动中心落
幕。

本次比赛设有男子团体、男
子单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四个
竞赛项目。来自镇江各辖市区的
14支乡镇、街道代表队的百余名
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比赛至始至终都扣人心弦，
观众看了直呼过瘾。

最终，我市云阳街道、开发区
及丹徒区宜城街道代表队分获男
子团体前三名；我市开发区、扬中
市三茅街道、我市云阳街道代表
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名；来自云
阳街道代表队的许琪获女子单打
第三名。 （张玲芳 云莹）

昨天凌晨@杰威尔音
乐官方微博首次晒出产后
的昆凌和儿女合照，并以周
杰伦口气发声“姐姐写的

《前世情人》没入围，之后只
好靠妈咪的‘前世情人’争
口气哦”。并透露自己目前
正在月子中心陪伴妻子和
孩子，今年的金曲奖因此缺
席。照片中并排躺在一起
的“小周周”和“小小周”没
露出正脸，白皙皮肤和浅色
头发能看出是继承了妈妈
的混血基因。

周杰伦首晒妻儿照片
儿子女儿黄发白皮肤遗传昆凌

现在尤文图斯效力的阿尔
维斯近日批评马拉多纳“上帝之
手”无法成为孩子的楷模，惹得
阿根廷球王大为光火，毫不客气
地称这位巴西右后卫是个傻瓜
和传球能力极差的“可怜的玩
意”。

据外电报道，阿尔维斯在接
受巴西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因为“上帝之手”这个污点，马拉
多纳无法同梅西相提并论。他
说：“你想把梅西和马拉多纳相
比？你不能比较他们。我不会
骄傲地去说我通过‘上帝之手’

赢得世界杯冠军。我不会告诉
儿子我这样夺得过世界杯……

‘上帝之手’欺骗了我们，你必须
要有这样的坚定立场。这样的
一个体育人士无法成为年轻人
的榜样。”

面对抨击从不掩饰不满的
马拉多纳立刻予以回击。他对
一家电视台说：“阿尔维斯是个
傻瓜。他 28次传球中只有 4次
准确。作为一个4号球员（右后
卫），卡福和麦孔不错。阿尔维
斯？可怜的玩意。”（新体）

马拉多纳怼阿尔维斯:

他是个“可怜的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