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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女儿没了，
我不怪她，只希望她好好活着……”

妻子患精神病，丈夫不离不弃
诠释人间真爱
“红梅，你躺好，我帮你翻个

子蜷缩在角落，目光呆滞。“是妻

美活了下来，但昂贵的医药费让本

身。”近日，记者来到绍兴市中心

子勒死了女儿。女儿 10 岁了，身

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医院住院部，见到了唐林军边小心

高都快 1 米 5 了。我不怪妻子，她

记者看到，病床上的王凤美虚

翼翼帮妻子翻身，边像照顾孩子一

不是故意的……”看着手机里存留

弱得脸色苍白，脸上、手臂上伤痕

样在她耳边叮咛着。

着的全家福照片，唐林军反复跟记

累累，触目惊心。

灾难始于 4 年前
她将 10 岁女儿勒死
唐林军是患者王凤美的丈夫，
“红梅是我妻子的小名，结婚十多

者说着。

据主管医生柳建生介绍，王凤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

唐林军在为妻子翻身。

美来医院时伤情严重，情况危急，

女儿、爷爷、奶奶、爸爸先后都走

脑挫伤、多发性颅骨骨折、肋骨骨

了……”唐林军红着眼眶说道，妻

折、锁骨骨折、胸椎骨折、髌骨骨

子也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折等，虽然经过抢救，由重症监护

年了，感情一直很好。”唐林军告

“很感谢周围的人对我的鼓励，我

诉记者，王凤美原先是袍江斗门镇

不能放弃她，我是一个男人，更是

人，10 多年前，与在绍创业的唐

一个丈夫，再艰难也要咬牙走下

“ 这 段 时 间 已 经 花 费 3.8 万

林军认识，结婚后将户口迁到了唐

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元，加上我的薄膜厂倒闭，如今待

林军老家广西。婚后两人育有一

过两年的治疗，病情控制好后王凤

业照顾妻子，家里已经山穷水尽

个女儿，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过

美回到了家。“孩子没了，其实她

了。”唐林军告诉记者，由于两人

得有滋有味。“如果不是因为那场

心里比谁都难受，经常以泪洗

户口均在老家广西，医疗费都是全

灾难，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下

面。
”唐林军说，
“好在一切都过去

额付款。听医生介绍，接下去还要

预防煤气中毒，要尽量避免在

去，挺好的。但 4 年前妻子突发精

了，我们还都不到 40 岁，本来今

做手术，费用预计在 10 万元到 20

室内使用炭火盆取暖；使用炉灶取

神分裂症。
”

年打算再要个孩子，没想到……”

万元左右。“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

暖时，要安装风斗或烟筒，定期清

办了，希望社会上好心人能帮一

理烟筒，保持烟道通畅；使用液化

把，救救我妻子。”看得出，唐林

气时，要注意通风换气，经常査看

军对妻子是多么不舍。

煤气、液化气管道、阀门，如有泄

4 年前，一家三口住在绍兴的
出租房里。2015 年元旦那天，从
外面回家的唐林军一打开家门，被

再次突发精神病
从四楼跳下

眼前的一幕震住了：读小学三年级

今年 7 月 20 日，王凤美再次

的女儿倒在地上，脖子上还有绳子

突发精神障碍，从租住房的四楼跳

缠绕着，早已没了呼吸，一旁的妻

下。万幸落在楼下的钢棚上，王凤

室转到普通病房，但仍需做脑部康
复治疗。

本报记者 姚陶祎
通讯员 马致远 文/摄

健康素养66条解读
50.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
煤气中毒。

漏应及时请专业人员维修。在煤
气、液化气灶上烧水、做饭时，要
防止水溢火灭导致的煤气泄漏。如
发生煤气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
打开门窗，使室内空气流通。
煤气中毒后，轻者感到头晕、
头痛、四肢无力、恶心、呕吐；重

每天 5 种运动
能让你多活 12 年！

者可出现昏迷、体温降低、呼吸短
促、皮肤青紫、唇色樱红、大小便
失禁，抢救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发
现有人煤气中毒，应立即把中毒者
移到室外通风处，解开衣领，保持
呼吸顺畅；对于中毒严重者，应立

大步走

【练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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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走可以增强耐力、携氧能

歇式跑步。每次练习拳击先做 5~

51. 主 动 接 受 婚 前 和 孕 前 保

力和提高运动速度，还能燃烧脂

10 分钟的热身练习，然后做 10 分

健，孕期应当至少接受 5 次产前检

肪，让心跳加快，能显著降低心血

钟简单的阻力和耐力训练，强调速

查并住院分娩。

管的阻力。

度、耐力和力量。

【正确的走法】

首先以比较慢的速度(但步幅

游泳能够明显地增强心脏的力

关疾病和问题，接受有针对性的咨
询和指导，提高婚烟质量和促进安

习；接着加快速度大跨步走，让心

脏病的风险。

全孕育。

要把背和腰挺直，尽量挺胸，
两脚脚趾朝向行走的方向，每一步
都要用脚趾头发力，让全身的肌肉

上。多伦多大学的相关专家表示，

尽可能地参与进来。

体的平衡性、协调能力以及肌肉力
量的衰退。
此外，当人们的需氧量及力量
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减弱时，这些
运动可以加强人们的心肺功能。

健康状况，发现可能影响婚育的有

量，显著降低得糖尿病、中风和心

果 刊 登 在 《英 国 运 动 医 学 期 刊》

车等活动可以减缓甚至逆转今后身

游泳

慢地做 5 分钟柔韧性练习和伸展练

衰老 12 年！别不信，这一研究结

中年人如果坚持进行慢跑和骑自行

婚前和孕前保健可以帮助准备

结婚或怀孕的男女双方了解自身的

要大)走 5~10 分钟后，停下来，慢

跳达到最快速度的 70%。
如果坚持有氧运动，能够延缓

即呼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

参加拳击运动之前要先进行间

跑步

【正确的游法】

妇女怀孕后应及时去医院检

首先先游 250~400 米的自由
泳、仰泳和蛙泳作为热身练习。
接着做平衡性练习。在水中做
剪式打腿动作，手臂向前伸展。

査，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孕
妇孕期至少应进行 5 次产前检査
（孕早期 1 次，孕中期 2 次，孕晩
期 2 次），有异常情况者应适当增
加检査次数。定期产前检査能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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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瑜伽

态监测胎儿发育情况，及时发现妊

跑步是当今最流行的心肺锻炼

力量瑜伽是瑜伽中最讲求体力

方式，跑步时锻炼到的肌肉群包括

的类型，它融合了传统的瑜伽姿势

孕妇要到有助产技术服务资格

踝关节、臀部和膝盖、腿窝、臀屈

和有氧锻炼的动作。练习这种瑜伽

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高危孕

肌和足部肌肉。

可以改善人体的循环系统，使全身

妇应提前住院待产，最大限度地保

的肌肉群都得到锻炼，不仅能燃烧

障母婴安全。

【正确的跑法】

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以下五

跑步前最好有 5 分钟的热身散

种运动是最佳的减轻体重和锻炼心

步，这样能把更多的营养物质输送

肺的方式。

到特定的身体部位。

拳击

脂肪，还能提高肌肉关节的柔韧性
和灵活性。
【正确的做法】
力量瑜伽包括控制欲念、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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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专家认为拳击是最佳的心
肺功能锻炼方式之一。

约束、体位、呼吸控制、感官抑
制、思想集中、静坐冥想和超然忘
我八个步骤。

《健康时报》

娠并发症或合并症。

（区疾控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