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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夕夕，，他他们们这这样样表表达达爱爱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半个多世纪前，他遇见了她。
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在我们如
今听来，像听评书似的。他们反复

借房子住，徒步几十里去见对方，
婚宴在单位食堂办，结婚30年之
后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夫妻俩志
同道合热心公益，相互扶持了60
年。被问到这辈子有没有遗憾，老

两口说“怕只怕没有下辈子，就
不能再在一起了”。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
普查进行，当时在机关工作的
殷树山和刘彩凤都被抽调作为
人 口 普 查 员 开 始 人 口 普 查 工
作。当时，在荣成，共有30多个
从 各 部 门 抽 调 来 的 人 口 普 查
员。偏偏，他就看中了她，她也
看中了他。

经过接触，两人都觉得对方
是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为人非常
正直的人。共同的性格和人品让
两人走到一起。很快，人口普查
结束，二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
位。当时，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写
了书信也很多天才能到。所以，
两人靠找人传话维系联系。为了
见面，刘彩凤乘坐当时仅有的一
班车到市区，再徒步走几十里路
去见殷树山。殷树山想见她，也
是如此。

经过两年恋爱时光，二人决
定结婚，没有通知家人。殷树山
回忆“当时通信太不方便了，得
见到村里的人，告诉他往家里捎
个信。可偏偏当时一直没遇到村

里的人，于是就决定先结婚以后
再见家长。”两个人的婚礼就是
在殷树山所在单位的食堂点了
几个菜，买了几瓶酒，叫了一些
关系好的朋友，在单位食堂凑了
一桌婚宴。结婚后，两人各自住
在自己单位宿舍，开始了“同地
却分居”的生活。婚后几个月，双
方互见了父母。殷树山回忆，因
为没提前通知父母，所以父母早
就为自己盖好的新房没提前收
拾，不能入住。无奈，殷树山的母
亲自己去睡面板，给小夫妻俩腾
出新房来。

婚后十年，两人一直借房
住。辗转荣成几个村，共换了5处
民宅住。直到1983年，两人才有
了自己的房子，也就是目前老两
口仍然居住的—塔山社区的一
处民宅。而拥有自己的房子时，
俩人已经结婚30年了。

殷树山和刘彩凤被威海市
民称道的，从来不是他们的爱情
故事，而是老两口热心公益 6 0
年，期间资助几百名寒门学子，
每年捐助特殊党费，每逢过年过
节给社区独居老人送礼品等。数

十年如一日做公益，已属不易。
但更难得的是，两人志同道合，
做公益从来都是一拍即合，并非

“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两人
热心公益60年，从来没有一方不
支持另一方，或其中一方心疼捐
给公益事业钱的情况发生。每次
能帮助到别人，就是两人最高兴
的事情，也是两人最深厚的默
契。

关于今年七夕两人怎么过，
他们还和往年的过法一样，一起
烙巧果和火烧，送给社区独居老
人等。在他们眼里，把七夕的喜
悦传给更多人，比情侣你侬我侬
的庆祝方式都好。

一辈子最浪漫的事，两人都
没有概念。他们最庆幸的是，什么
都能想到一块，压根不需要商量。
这种思想上的默契，和生活中的
相互扶持，让两人不仅是人生伴
侣，更是知己，是另一个自己。

采访的整个过程，他们没说
一句“爱”、“不爱”，只是反复念
叨“找对了人”。

这已经是爱最好的表达方
式。

鹃爱情让他们跨越时光和物质

“只怕没下辈子再在一起”

张敏和武扬鉴当了一辈
子同事，退休后又成了舞伴。
老两口在生活中做伴侣还不
够，恨不得一天2 4个小时都
在一起。结婚30多年，武扬鉴
从来没送一件七夕节礼物给
张 敏 。但 是 他 说 ，七 夕 节 这
天，你什么家务活也别干，你
就闲着，都交给我来做。

提起武扬鉴，张敏的第一
印象便是“真的不浪漫”，但
又一想，她又说“他真是个好
老公，什么都为我。”张敏一
辈子爱跳舞。在张敏给记者看
的照片里，武扬鉴都是陪着她
穿 着 红 的 、绿 的 、粉 的 演 出
服。作为男人，武扬鉴的心里
本来是抵触这些花边、蕾丝、
花朵之类的衣服。但是为了让
张敏开心，他总是义无反顾地
穿上花花绿绿的舞蹈服，陪她
跳舞。

为了配合张敏的爱好，武

扬鉴甚至成了专家。提起最浪
漫的事，张敏说，3年前，她正
在为社区老人们编排广场舞，
她从网上学到的一组动作里，
有一个动作，不仅社区老人做
不出来，连她自己都做不好。
可是如果这一个动作舍弃了，
其他的动作贯穿不起来。为
此，她几天都愁眉不展，心里
想要放弃。武扬鉴看在眼里，
在张敏睡着后，起床上网搜罗
全世界的舞蹈，巴西舞、印度
舞、草裙舞等，从中找灵感。
直到凌晨3点，他终于研究出
一个合适的动作，既容易做
到，又能很自然地衔接前后的
动作。次日清晨，张敏和社区
老人们都对这个动作拍案叫
绝。张敏说，平日她在编舞或
组织演出遇到任何困难，武扬
鉴就一言不发地去为她解决
了。等她一回神，发现人也被
他找齐了，歌也找好了，服装

也联系好了，场地也谈好了。
武扬鉴的“暖”不单单在帮

张敏排舞上。退休前，张敏一度
处于更年期，经常无缘无故发
脾气，武扬鉴从不和她计较，而
是在网上搜集笑话念给张敏
听，直到把她逗笑为止。退休
后，武扬鉴承担起更多的家务，
他总是说“我是男的，应该多干
点。你是女的，就少干点”。

夫妻俩感情很好，但平日
也偶有小摩擦。但争吵无论是
谁的错，武扬鉴都会先认错。

除了武扬鉴让着张敏外，
在生活中，两人更多的情况是
相互扶持。老两口如今“上有
老，下有小”，既要赡养3位老
人，又要帮女儿带外孙女。在
邻里间，张敏是出了名的好儿
媳，武扬鉴是出了名的“好男
人”。张敏的贤惠和武扬鉴的

“暖”润物细无声，滋养着这
个幸福的大家庭。

鹃爱情让他们跨越性格和爱好

大叔告诉你啥叫“暖男”

2 0 0 1年，刚升入高一的
赵浚坚遇见了同班的戴蕾莲。
他对这个女孩心生好感，但为
了不耽误两人的学习，他将这
份心意埋藏在心底。高考后，
两人考入不同城市的大学。小
赵扮演起了小戴男闺蜜的角
色。大学毕业后，小赵表白，
两人成为情侣，但依然是异
地。2012年，两人步入婚姻殿

堂，但依然是异地。如今异地
生活的两人，共同照顾女儿。
一直是异地，但想在一起的决
心从未动摇。

认识 1 0多年的时间，除
了高中，两人一直是异地。最
令小赵印象深刻的是，他本科
毕业后，在宁波工作，小戴还
在重庆读研究生。每次，他去
看她，都要坐 4 0多个小时的

火车，在一起却待不到4 0个
小时又要分开。小戴研究生毕
业后，在威海工作。小赵面试
了几家威海的企业，但没找到
自己钟意的企业，无奈只能继
续在外地工作。但他从未放弃
回到威海的愿望，多年来，他
一直在找威海的企业，希望能
找到适合的工作，可是到目前
还没遇到合适的。小赵如今奔

鹃爱情让他们跨越距离和奔波

暗恋10多年的女生如今成了妻子

鹃爱情让他们跨越山海和跋涉

小情侣徒步68 .5公里走到“天无尽头”

在山大有这样一对学生情
侣，两人相恋近两载，他们利用假
期共同策划了一次徒步旅行。张
博和李皓从山大一路向东，历时
三天两夜，徒步行走68 . 5公里，一
直走到了中国海岸的最东端———
成山头“天无尽头”，共同完成了
这个浪漫的计划。

听说一个学姐参加了西藏的
徒步旅行之后，李皓就向张博表
达了内心的向往之情，两人一拍
即合，便决定利用十一的假期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天有尽
头，爱无尽头”，成山头因为有“天
尽头”的含义，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之地。在购买了雨衣、食品等路途
必备物品之后，两人的浪漫之旅
就此启程。

当时，张博和李皓一人背了
一个背包从学校出发，沿着海边
的路一直走到汽车站，途中经过
了海上公园和灯塔，“感觉灯塔就
像童话里画的一样漂亮。”李皓
说。到了九龙城，人开始变少，两
人越向前走越发现房屋减少，“到
了这里已经是城市边缘了，想到

即将面对这次很不平凡的旅行，
心里还有点小激动。”李皓说。

68 . 5公里，写出这几个字只
需要几笔就可以了，走完这段路
却并不容易。“可能由于平时不大
走路吧，徒步的第一天，我的脚就
磨出了水泡。”但也正是路途的艰
辛使得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由
于脚受伤，我走得很慢，很不舒
服，他就搀着我，还找了棍子给我
当拐杖。当时很感动，真是痛并快
乐着。” 李皓回忆说。

因为怕迷路，两人就沿着省
道的路边走。“我们上了一个长满
鲜花的小山丘，碰到一个村民在
看管他的无花果树，听说我们是
从威海走过来的就很不相信，他
说走到成山头还很远，你们走不
到了。那个村民摘了无花果给我
们，还说周围这一片无花果树都
是他的，你们想吃直接摘就行。这
让我们感觉很温暖。”张博说道。
最后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两人
终于到达了成山头，“看到‘天尽
头’的那一刻，真的有一种朝圣的
感觉。”

波于全国各地工地，一时安定
不下来。他说“找工作和找对象
一样，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能将
就”。婚后，两人有一个可爱的
女儿。但异地生活的他们，心里
更加苦楚。小赵心里非常愧疚，
妻子是医生，常常加夜班，还要
照顾孩子，所以他怪自己不能
帮妻子分担。于是，每逢节假
日，他回家后就什么都不用妻

子做，他做家务、看孩子，让妻
子好好休息。

今 年 的 七 夕 没 赶 在 节 假
日，也没赶在周末。小赵又不能
和妻子一起度过了。“等周末一
定补过”，小赵说，给妻子送份
礼物，给她一个惊喜。

谈到夫妻俩未来几年的规
划，小赵说，只希望在威海找到一
份合适的工作，每天陪老婆孩子。

从什么时候起，
鲜花变成了七夕的代名词。
从什么时候起，
七夕变成了爱情的代名词。
其实，送花不是七夕的唯一过
法，
七夕也不是表达爱情的唯一时
间。
爱情，其实在每一天的每一个
瞬间，

默默地温暖我们的心。
平日，我们把自己埋在雪片般
繁多的邮件里，
将思维淹没在噼里啪啦的敲键
盘声中。
停下来吧，
累的时候就停下来吧，
轻轻地对爱的人说一句关爱的
话，哪怕不是“我爱你”。

七夕前夕，几位读者与我们分
享他们的爱情故事，
没有一个惊天动地，
没有一个山盟海誓，
可这就是我们要的，爱的，追寻
的，
最平凡的幸福。
他们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缩影。
平淡的幸福，最长久。

他们的浪漫故事今天似长卷，
被风翻开，被我们阅读，
就像我们在读着自己。

今年七夕，
我们不矫情，我们不刻意，
只是直达每颗有爱的心，
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特别策
划———

冯琳

▲殷树山和刘彩凤结婚时没有婚纱照，2007年两人补拍婚纱照。
记者 冯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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