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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生死的考验
爱是最长情的告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丽聪

女儿落水后
父亲全力托起生的希望

新闻事件：河南濮阳一女童不慎
落水，父亲为了救孩子，跳入水中全
力托举着女儿，女儿被旁人拉上岸得
救，父亲却一直无法上岸，后被打捞
上岸后已无生命体征。

8 月 5日 14 时
26 分，时间视频首
发相关报道，一手
Video、人民网、中
国日报等多家媒体
微 博 转 发 相 关 报
道，截至 8 月 7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
达751万次。

传播数据：

751万

86岁“鞋垫奶奶”
为子弟兵缝3万多双鞋垫

新闻事件：今年86岁的河南老人
辛秀兰，自2003年以来日复一日地缝
制鞋垫送给驻地官兵，至今已送出3万
多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鞋垫奶奶”。

8 月 2 日 11 时
11 分，新华视点首
发相关报道，河南
日报、人民视频、央
广军事等多家媒体
微 博 转 发 相 关 报
道。截至 8 月 7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
达151万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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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唐 杜牧《秋夕》

‘迢迢牵牛星，皎皎

河汉女。’8月 7日，农

历七月初七，是人们俗

称的七夕节，也称为‘乞

巧节’，是中国传统节日

中最有浪漫色彩的一

个,它赋予人们对美好

爱情的憧憬和想象。

在我们身边，有这

样一种爱情，身在平凡

岗位，却有不凡义举，历

经时间的沉淀，他们的

爱情故事更加令人动

容。割肝救妻、携手公

益……今天，我们一起

品读这 6 对夫妻的故

事，见证他们爱的力量。

“新芬，这些年，是你用爱撑起了一个家，辛苦了！”
近日，装上“智能肌电手”的一级伤残军人王俊景给了妻子吴新

芬一个紧紧的拥抱。得到丈夫的拥抱，这个普通的愿望，对于结婚
20多年的吴新芬而言，却是一种奢望。

王俊景是一名一级伤残军人。2002年，吴新芬嫁给了王俊景，
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个军人之家。

“爱是付出、爱是包容，爱在彼此的心里。”吴新芬、王俊景感言。

“爱是付出、爱是包
容，爱在彼此的心里。”

——全国道德模范吴新芬与
丈夫王俊景

在南阳，提起“宛西老吕”吕宏庆，很多人都会流露出敬佩和羡
慕的眼神。他不仅是南阳知名的“公益达人”，他的妻子也是志愿服
务活动的忠实追随者。

吕宏庆作为南阳公益事业的带头人，牺牲了大部分的周末和节
假日，带领团队去做志愿服务。每次活动，妻子胡宗伟总会陪伴左
右，忙前忙后。“在一起做公益，我觉得是最浪漫的事。”胡宗伟说。

“在一起做公益是
最浪漫的事！”

——河南省优秀志愿者吕
宏庆与妻子胡宗伟

□本报记者 周晓荷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般美好的爱恋，不只藏在诗词里。在封
丘，就有一对新婚乡村教师——任明杰、吕雪灵，他们的甜蜜爱情让人
羡慕不已。

去年春节，封丘县潘店镇大辛庄小学 90后教师任明杰，将 3年特
岗教师生活的图文记录传上网络，被各大媒体转载近80万次；正是这
篇文章，牵起了他和信阳淮滨乡村女教师吕雪灵的情缘。经历了一年
多跨越400多公里的“爱情长跑”，今年7月两人喜结良缘。七夕节前，
她调入了他所在的大辛庄小学，“金风玉露”终“相逢”。

他和她的故事从河南教师圈传播开，网友们纷纷点赞：“这才是爱
情最美的模样”。

故事开始于 2018年 2月 9日，这天，任明杰的博文几经转载出现
在吕雪灵的朋友圈。

“他高高的个子，细心认真，会做饭，爱生活，符合我对男朋友的所
有想象。”吕雪灵说，她立即加了他的微信，把他的朋友圈从头翻到尾：
自己种菜蒸馒头炸丸子，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任明杰把艰苦的特
岗生活过得“像诗一样美”，打动了她的心。

同样的乡村教师身份，同样的志向和兴趣，就连生日也只差了一
天，两位年轻人的心逐渐靠近。

这是一次“爱情长跑”：从封丘到新乡，再到信阳辗转至淮滨，经济
并不宽裕的任明杰每见一次吕雪灵，都要奔波七八个小时，为了不耽
误给孩子们上课，他们每次见面也不过一两天。

更打动吕雪灵的，是任明杰对于工作的态度。成为“网红”后，面
对鲜花掌声和更高平台的邀约，他仍淡然如初，在偏远小学守着一群
农村娃，积极乐观。

于是，她将一生托付给了这个甘愿扎根乡村教育一线的男人，用
一纸婚书兑现了携手同行的承诺。③5

“这才是爱情最美的
模样”

——90 后乡村教师夫妇任
明杰、吕雪灵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湘妹子张五红去漯河走亲戚时，结识了黄
青华，被他照顾母亲的孝行感动，决定和黄青华在一起。

婚后黄青华打工挣钱，张五红照顾婆婆，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黄
青华和张五红开了个卤菜店。“嫁给青华我不后悔，我很幸福，我们
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张五红说。

七夕，黄青华向妻子表白：“我会一直对你好，永远照顾你。”

“我会一直对你好，
永远照顾你！”

——河南省乡村好媳妇张
五红与丈夫黄青华

“我和妻子就是在爱心活动中相识的。”任治森谈起妻子王瑞
琳，满脸都是幸福。

在云南部队服役的十多年里，任治森学雷锋做好事的足迹遍布
各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云岭大地上的活雷锋”。2008年，和同样
热衷公益的妻子结婚后，两个人的爱情更有了别样的味道。

“在一次次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中，小爱变成了大爱，我们的爱情
更得到了升华。”任治森感言。

“小爱变成了大爱，
我们的爱情更得到了升
华。”

——中国好人任治森与妻
子王瑞琳

没有海誓山盟，只有真情见证。面对患严重
肝病的妻子，南阳市的姚海军毫不犹豫地捐赠自
己65%的肝脏救治妻子李燕。

“我爱人开车常年在外奔波，为了这个家劳
心劳力，从来没怨言。”说起自己的丈夫，妻子李
燕分外感动。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因为有爱社会才和谐，因为有爱家庭才和睦，生
活才更幸福。”姚海军说。③6（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安艳鸽 朱丽文 康世甫）

“我做的这一切，都
是 应 该 的 ，也 是 必 须
的。”

——河南好人姚海军与妻
子李燕

8 月 7 日早晨，郑州 52 路公交车上
出现了浪漫温馨的一幕，当公交车长马
小景打开车门的一瞬间，看到车厢内张
贴的一张张满含爱意的情话，想起了早
晨上班离家前爱人的一句“媳妇儿，七夕
节快乐！”这才反应过来，前一天老公为
啥下班回家比平时晚，幸福的眼泪夺眶
而出。

马小景和爱人韩朝阳同在52路线路

上，后来因孩子年幼需要照顾，他们俩便
开始上对班，6年来，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
次数都数得清。他们的状态永远是：你上
班、我下班，你早班、我晚班，你在睡、我在
岗，我到家、你已睡。

起早贪黑的工作、重复单调的路线，
辛勤背后却依然有属于夫妻俩的小甜
蜜。交接班时，发现马小景正在清扫车
辆，韩朝阳会上前帮着刷车或是打扫卫

生；有时韩朝阳正准备发车，马小景就会
上前叮嘱他注意安全。在手机上查看公
交实时监控软件，也成为夫妻俩互相关心
的工具。

“媳妇儿，今天我来开车，你坐车，
我们一起游郑州”“爸爸，我也要和你一
起陪妈妈！”8 月 7 日，一家三口，同一
辆公交车上开启了他们的幸福七夕之
旅。③6

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橘子树下：遇见你，认定你，彼此扶持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这才

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独行僧：嫁给“网红”，更是嫁给理想，嫁给爱情，为扎根乡村教

育一线的他们点赞。

@不负时光：见证纯粹的爱情，祝福所有的正能量。

@李宗锋：从两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河南教育的希望！加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祝传鹏 实习生实习生 高亚博高亚博

8月 7日早上，郑州迎来了好天气。
在郑州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刚刚领完证的
赵亮（化名）和刘芳（化名）结束了 3年的
爱情长跑，修成正果。

两人的姻缘，还要感谢赵亮的妹妹。
刘芳说，通过赵亮的妹妹牵红线，她和赵亮
从相识到相恋。“男友升级成老公，你要好
好疼我爱我……”刘芳深情地向赵亮表白。

街采实录街采实录：：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实习生 徐冉 高亚博

最近，一则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
日本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日本网民热
议，新闻内容是在河南工业大学里发
生的一幕。7 月 28 日，虽是暑假期
间，河南工业大学的图书馆前却有学
生从早上 5点就来排队，排队的人数
最多时达 1000人以上。据日本媒体
报道，排队的大部分学生是为了研究
生考试而来图书馆复习的。

近年来，中国考研人数大幅增
长，2019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 290
万，比去年增加52万人。眼下正值暑
期，是考研大军备考的关键时期，记
者走进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实地
探访。

现象：高校自习室座无虚席

虽然正值暑期，可郑州大学新校
区的自习室里座无虚席，学子们个个
埋头苦读……

“我一般早上6点多就来了，想找
一个好一点的位置背书。”准备考研
的高博表示。

“暑期是整个考研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时期。因为平时很难腾出来大块
由自己支配的时间。”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毕业的张月茹称，“考研过程其实十
分辛苦，每天要背书七八个小时。”

原因：为了自我提升和改换专业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专业就业门
槛比较高，比如医学、法学等，很多同
学只能通过提高学历来提升自己的
就业竞争力。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换专业是考
研的另一个目的。卢凯表示：“本科
所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并不是我喜
欢的专业，就业后更加确定这一点，
所以考研选择新闻与传播专业，以后
也打算从事新闻工作。”

大二学生孙亚博表示：“已有考
研的打算，希望通过考研换一所有名
气的大学，以后就业机会可能会多一
些，平台也会更好。”

“研研”夏日
向上吧！青年

网友观点

河工大李萌：考研要明确求学的目

的，是一个“停下来思考”的机会。真正

踏入社会之前，能有这样一个阶段了解

自己，明晰职业规划，很有必要。

自信的刘二：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

和明确的规划、对学术的热爱，读研期间

的压力也会让人沉重不堪。既然选择

了，就要全力以赴！③5

2006年，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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