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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福细节守护幸福婚姻
□记者 端子

这世上，有人痛哭，一定有人欢笑，有人在闹离婚，有人的
幸福刚刚好。孕妇效应提示我们，当人怀孕了就更容易发现
孕妇，而不幸的人更容易注意不快乐，幸福的人更愿意收集快
乐。通常，你愿意关注的都会在你身边聚集起来。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看似平淡、实则隽永的幸福细节，让
我们依然能感知到婚姻的温暖与宝贵。

幸福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幸福是三十年的举案齐眉
“松哥，开门，我回来了。”
和秀琴姐一起去她家。到家
门口，她这样呼唤爱人。我
笑着说：
“ 哎呀，姐，你叫得真
甜。”她才意识到身边有我这
个“ 外 人 ”，脸 上 有 红 云 浮
起。这样的不好意思，反而
表明，这是他们的平常，不是
做秀。
然后，就听见松哥从屋
内应声：
“ 哎，来了，我把粥熬
上了，就要炒菜……”边说边
开门。也是在开门的一瞬
间，看见我，才呵呵一笑，
“炒
菜”二字还停留在嘴边。我
故意调侃松哥好丈夫，松哥
笑着说：
“ 我俩一直都这样，
谁 先 到 家 ，谁 先 把 饭 做 了 。
就两个人的饭嘛。”虽然结婚
已经近三十年，儿子也大学

毕业，留在北京工作，但这对
报社，妻子在出版社上班，工
空巢的中年夫妻生活得并不 作都不算轻松，收入也不是
寂寞，因为早在孩子上大学
很 高 ，但 松 哥 常 对 秀 琴 说 ：
的前一年，两人就开始义务 “买菜、买水果千万别跟人家
支教，如今已经九年，夫妻俩
砍价，
人家挣点钱不容易。”
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支
在他们简洁明快的客厅
教上，秀琴募集近千册图书
里，放着羽毛球、室内球、瑜
伽垫。除了支教，周末，两人
捐给支教的学校。
“松哥是个特别抠的人， 会一起到附近的中学打羽毛
但只对他自己抠，除了买点
球。书房里有一个小小的茶
吃的，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
台，读书倦了，两人泡壶茶，
举杯对饮。都是生活小事，
件新衣服。但对别人包括
我，却特别舍得。”秀琴笑着
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说。夫妻二人，丈夫供职于
端子絮语：
他们说婚姻就是平平淡淡、自自然然的，而这平淡里有
他们共同的志趣与爱好，既能想到一处，也能玩在一起，这
才是幸福的真谛。

幸福是每天那个大大的拥抱
都说结婚太久，没有激
情，老夫老妻即使手拉手，也
像自己左手拉右手，身体的
接触更是少得可怜。然而，
对于张老师来说，
“ 这问题，
不存在的”。
他们结婚 25 年，儿子正
读大三。每天，张老师都会
比妻子早起一个小时，做好
早 餐 ，把 地 板 整 体 拖 一 遍 。
等妻子起床，看到的是干净
的家、暖暖的粥和精致的小
菜。两人吃完饭，一起出门，
在楼下分别，走向不同的上
班路线。分别前，两人会来
个热烈的拥抱。这是他们分
别的仪式，也是亲密的身体
接触。
每天下午，因为比妻子
下班早，张老师会先把车停
好，然后骑着自己那辆有点
历史感的自行车，到妻子的
单位楼下，等她下班。
“ 这年

头，骑自行车带着爱人已经
不多见，也只有你这种老式
28 自行车载得动你们 25 年
的恩爱了。”记者笑着说。
“其
实，都是为了逗着玩才骑车
带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推
着车，俺俩边走边聊。离家
就 20 分钟的路程，很快就到
家了。”张老师说。这是他们
的减压谈话。
晚上，两人会一起动手
做饭，晚饭后，两个人手挽手
散步一个小时，既是运动健
身，也是两人分享彼此心得

的时候。因为下班路上已经
做过减压谈话，这一小时聊
得更多的是两人想一起创作
的文章。回到家，一人一部
电脑，把所思所聊写下来，成
为不错的文章。
“拉着老婆的手，觉得心
里就踏实。老夫老妻这么多
年，激情不再，但心里就是觉
得有她在，心就安了。”张老
师说，
“ 虽说我们不会像年轻
人那样浪漫，但我们觉得这
样挺幸福的。”

端子絮语：
爱的语言里，身体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一
种。拥抱与手挽手，传递的都是爱。

提起爱人源心，紫涵总是幸福满满，她
说：
“我老公是我能活下来的动力。”
紫涵遇到爱人源心时，父亲正处在癌
症晚期，情况很不好。所以，紫涵在与源心
见面前，就直接在 QQ 里对他说明了自己
的现状，并请他考虑好，最好也能把情况告
知家人，如果不行，大家就不必交往了。可
是，她的话发出去半个小时没见回音，心想
肯定对方放弃了。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
注意到，他的签名变成了“我遇到了一个坚
强的女孩，我要陪她走下去”。紫涵当时就
落泪了。紫涵是独生女，父亲特别宠爱她，
父亲病倒对她的打击特别大，曾想过要随
父亲一起离开。
紫涵与源心原本是要几天后的周末见
面，可第二天，源心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紫
涵的工作单位。
第一次见面，都是紫涵在说话。
“ 一个
腼腆的大男孩，简直像个高中生，说实话，
当时我没有看上他，但同时心里有种会和
他在一起的感觉。”
紫涵说。
7 天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结婚
后，源心才告诉紫涵，之所以这么急着确定
恋爱关系，是为了可以以男友的身份帮她
照顾岳父。紫涵在媒体供职，工作很忙，平
时多是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源心总是请
假去医院帮忙，晚上送紫涵去奶奶家住，然
后跑回医院陪护。而且，不让紫涵的妈妈
告诉紫涵。
因为有源心，紫涵父亲放心地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他特意要穿上源心为他买
的新全套内衣。
“父亲好像知道似的，而且，
这套衣服的确是我老公专程给他买的。这
个细节让我每每想起都特别感动。的确，
是因为有了老公，我才挨过失去父亲后最
痛苦的时光。”
紫涵说。
结婚后，虽然两人都有房子，但紫涵很
想陪在妈妈身边，怎么跟爱人开口呢？毕
竟他也是独生子。还是源心主动跟紫涵
说：
“咱们跟妈住一起吧，
方便照顾她。”
“听爱人这么说，我当时就哭了，特别
感动，他真的很懂我。”说起当时，紫涵依
然感动不已。爱人是别人眼里腼腆的理
工男，但在她心中，却是让她幸福快乐的
暖男。如今，他们依然和妈妈住在一起，
周末一起去看望公公婆婆，在妈妈这里，
源心像儿子一样亲，在公公婆婆眼里，紫涵
犹如女儿。
转眼，两人结婚已经四年。除了第一
年磨合期有争执，后来就再没有吵过，因为
他们发现了幸福的秘诀。那就是：忽略不
快，珍惜美好，发展两人共同的乐趣。紫涵
喜欢做手工，就拉着源心一起做，这项活动
成了他们共同的爱好。两人的工作虽然都
很忙，但一得空儿就会搞小手工，源心给紫
涵做手工巧克力、做真皮采访本。有时，紫
涵周末采访，源心会陪着她一起去。紫涵
让他回家休息，毕竟难得周末。源心的回
答是：
“ 和媳妇在一起就是幸福，我要创造
一切和媳妇在一起的机会。”
虽然已结婚四年，两人每天依然一吻
道别，
“ 我想吃苹果的时候，他总会给我一
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我能不高兴吗？”紫涵
这样总结自己的婚姻，
“ 现在的我俩，我为
他着想，他为我着想，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我们谁都离不开谁，回到家，睡觉前上班走
之前，
都得亲一个，
哈哈。”

插图 李庆琦

端子絮语：
作为采访中最年轻的一对，他们的婚
姻更灵动有趣。正努力造人的这对小夫妻
期待小宝贝的降临，那样，
一切就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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