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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周

故事
，传递无声动人心

爱情，
在任何时候都会突如其来，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站，
仍然可能遇上美丽的爱情。
——题记

阿公开心地看阿婆化妆。

“当初，您很美。但如
今，我是特地来告诉您，比
起年轻时的美丽，我更爱
您现在倍受摧残的容颜。”
84 岁 的 黎 德 浓 没 有
读过玛格丽特·杜拉斯的
《情人》，也没有看到过 78
岁陈召菊年轻时的美丽，
但他像《情人》开篇所描述
的那样，深深爱着陈召菊
刻满岁月风霜的面庞，和
那皱纹里深藏的善良、热
情与乐观。
爱情，美得让无数人
为之歌颂，它可以照亮昏
暗的天空，也可以温暖冰
冷的心灵；它可以点燃将
熄的生命，也可以打动素
不相识的灵魂。晚到的爱
情，同样令人着迷，它驱使
着两位 80 岁高龄的老人，
勇敢地打破世俗的樊篱，
在不多的余生里，彼此走
到一起。

琼海：84 岁高龄老人迎娶 78 岁新娘

传奇晚爱
写深情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通讯员 王剑

记者手记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午，琼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黎德
浓、陈召菊拿到了大红的结婚证，黎德浓高兴极了，他拿着结
婚证展示给他人看：孤独了一辈子，走到生命将尽时，他终于
有了相伴的恋人，
生命中有了自己的
“纯洁之美的精灵”
。
黎德浓和陈召菊的爱情感动了许多人，轰动了琼海。
“敬老院想帮老人筹备一个热闹完美的婚礼，得到了很
多热心人的支持。”婚礼就在敬老院举行。琼海喜尚喜婚庆
策划公司无偿为老人策划举办了婚礼，鲲鹏传媒婚纱摄影店
无偿为老人提供结婚礼服和婚纱摄影。
鲜红的地毯铺起来了，鲜花的拱门搭起来了，大红的对
联、红灯笼、大喜剪纸将敬老院装点得喜气洋洋。
“我策划了
很多婚礼，第一次遇到 80 多岁老人的婚礼，这是爱的传奇。
两位老人年龄加起来超过 160 岁了，婚礼的主题就定为百年
好合。”喜尚喜公司总经理王祚帆说，当一身笔挺西服的黎德
浓老人牵着身穿红色婚纱、戴着红色盖头的陈召菊踩着红地
毯缓缓走来时，陈召菊忍不住悄悄掀起盖头一角，偷看婚礼
现场情景，盖头下泄露的笑容灿烂一如春花，竟让他热泪盈
盈。
鲲鹏婚纱摄影店老板黎采忠注意到了一个温暖浪漫的
细节：婚礼主持人应敬老院其他老人的要求，让黎德浓亲吻
自己的新娘，在众人起哄下，黎德浓慌乱低头亲吻陈召菊，下
巴却不小心碰到了她额头，陈召菊捂嘴偷偷笑了，当黎德浓
轻轻吻在她脸颊时，羞涩的红云霎时飞上了她的脸庞，全场
沸腾起一片掌声、笑声，
醉了嘉积。
爱情佳话迅速传遍琼海，幸福在无声传递，祝福也从四
方传来。3 月 17 日下午，嘉积镇合唱团到敬老院献爱心演唱
表演，祝贺黎德浓、陈召菊新婚；琼海热心的市民也陆续为老
人送来贺礼；琼海市光荣院的老人还专程到嘉积镇敬老院，
为两位老人送上祝福；琼海市民政局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四箱
饼干、糖果，带回老家作为礼物分发；敬老院也给他们送了电
饭煲等日常用品，
以备回家使用……
在敬老院为黎德浓、陈召菊专门腾出来的婚房里，记者
看到，门口贴着贺新的喜联，房内收拾得干净整洁，两张小木
桌上摆着人们送来的贺礼，床头柜上放着老人的婚纱照，相
片上，黎德浓西装领带，眉眼染喜，颇有风度；陈召菊手捧玫
瑰，
白发如雪，笑靥如花。
婚后，黎德浓特意带陈召菊去琼海市染黑了头发，4 月
11 日，他向陈婧告假一周，回老家度蜜月，他要带自己的新
娘让从前的左邻右舍相识；还要生火做饭，祭祖拜公，告知九
泉之下的亲人：我成家了，再也不孤单了，生命从此翻开了新
的一页。

生活
，渡尽苦厄甘自来

爱情
，竟教人如此欢喜

婚礼现场。(琼海喜尚喜供图)

4 月 11 日一大早，琼海市嘉积镇敬老院 84 岁的黎德浓，早早叫醒
新婚的妻子、78 岁的陈召菊，两人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好衣服，准备好
礼物，他要带上自己的新娘回老家祭祖，告诉早亡的父母双亲和已故
的祖先们：
“我结婚了，你们放心。阿菊她是个贤惠勤劳的好妻子。
”
今天被幸福甜蜜包围的黎德浓、陈召菊夫妇，各自走过了不幸的
人生，生命中最苦的苦况两人都经历了。黎德浓是琼海市嘉积镇礼都
村委会三更上村人，不到 10 岁时，父母便双双亡故，他又没有兄弟姐
妹，顿时孤苦无依，从此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口汤，日子贫困不堪，还经
常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幸运的是，政府照顾孤儿受教育，黎德浓坚持
读到了初中毕业。
他很想读书，
因为家贫不得不放弃学业，
聪明的黎德浓坚持自学文
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为了生存，初中毕业后，黎德浓做过很多苦
工，
希望通过努力摆脱贫困。
“日子苦得没法形容。
”
黎德浓叹息，
但无论
怎么努力，
贫困依旧。好在岁月悠长，
很多的苦味都在生命的前行中忘
却了。可最让教黎德浓不能忘却的痛苦不是贫困，
是孤独！年轻时的黎
德浓帅气、挺拔，
很讨姑娘们喜欢，
但一看到他家破败矮小的土屋，
赤贫
如洗的生活，
姑娘们要么自己打了退堂鼓，
要么父母坚决反对。
“我和邻村一个姑娘悄悄谈了几年的恋爱，我们都互相喜欢。”为
了能娶到姑娘，黎德浓想方设法借了点儿本钱，开了个小卖店，希望做
生意挣钱。可是无论他如何挣扎，贫困却如影随形，始终摆脱不掉，后
来，姑娘的父母发现了两人的恋情，坚决反对，逼着姑娘和黎德浓断了
联系。深受情伤打击的黎德浓此后再未谈过恋爱，也断了结婚娶亲的
念头，
自此孤独终老。
陈召菊的经历更令人垂泪。年轻时经媒人说合，陈召菊嫁到了琼
海市温泉镇参古村。婚后不久，陈召菊生了一个女儿，没想到，女儿天
生残疾，是个聋哑人。这引起了婆家和丈夫的不满，原本对陈召菊还
不错的丈夫，从此后对她暴力相向，经常无缘无故暴打陈召菊，公公婆
婆也没有好脸色给陈召菊。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家里变得一贫如洗，还欠了不少外债，日子越
来越穷困潦倒，丈夫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我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的。”感受不到丈夫和婆家的爱与温暖，天性乐观的陈召菊也自卑起
来，在村里抬不起头。女儿长大后，嫁到了远方一个同样贫穷的人家，
和家人自此失去了联系。10 多年前，陈召菊丈夫去世，她成了一个孤
老，
靠种点小菜、捡破烂为生，病了也没人照顾，苦苦捱着日子。

2015 年 3 月 16 日，黎德浓、陈召菊拿到了大红的结婚证，有关部门和爱心人士为他俩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鲲鹏传媒供图）

两个孤独贫穷一生的人，没想到竟然
会在生命的最后一站相识相爱，相互用爱
慰藉着历经沧桑备受岁月摧残的生命。
“这时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你，有如
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为了它，一切又重
新苏醒。有了倾心的人，有了诗的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4 月 9
日，记者看到黎德浓练习书法时写下了这
段普希金的诗句。爱，让黎德浓重新有了
生命，
有了欢乐，有了温度。
2013 年底，
琼海市嘉积镇敬老院建成
投入使用，两位孤苦贫穷的老人被政府接
到了敬老院生活。记者初见到黎德浓夫妇
时，
两人正在敬老院食堂吃饭，
黎德浓不时
为陈召菊夹菜，脸上笑意盈盈，聊到开心
时，
还仰头大笑，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叫
他阿浓，他叫她阿菊，爱情虽然来得迟，可
依然澎湃着青春的活力与激情。
“2013 年 12 月 25 日，搬到敬老院第
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第一次遇到阿
浓，我对他一见钟情。”谈到和黎德浓的爱
情，陈召菊爽朗地大笑。她快乐兴奋地介

绍起他们的罗曼史，又勇敢又羞涩，完全
一副恋爱中的小姑娘模样。
“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他好帅，又
有礼貌，看起来又文净又有书生气。”的
确，黎德浓老人虽然 84 岁了，却依然身形
高大、挺拔，走路不疾不徐，身体又非常健
康，长期爱读书练字的他与很多农村老人
比，自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书生气。这种气
质让不识字的陈召菊砰然心动。
她常常找借口主动亲近他，没事找他
聊天，
主动帮他洗衣服，
他心情不好时帮他
从食堂端饭打菜，
约他出去散步。
“他跟其他
老人不一样，
他很安静，
没事就一个人到书
法室去练字。
”
黎德浓练字时，
陈召菊就在一
旁静静地看着，
一脸仰慕。
“他的毛笔字写得
真好，
敬老院春节的对联都是阿浓写的。
”
陈召菊的勇敢、
率真，
也渐渐感动了黎德
浓。恋情隐秘而热烈地发展着，
和陈召菊同住
一屋的王克英老人向嘉积镇敬老院副院长陈
婧反映：
黎德浓常常在半夜两三点时来敲窗
户，
然后陈召菊老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天快亮
时才回来。两位老人这样做，
影响了她睡眠。
“可能长期单身的缘故，黎阿公刚来

时性格孤僻，独来独往，不爱和其他老人
交流，安排集体活动也不愿参加。”陈婧也
明显感受到了黎德浓的变化，看出两位老
人在交往。
“和陈阿婆认识半年后，黎阿公
变得活跃了，守纪律，热情参加敬老院的
活动，整天笑呵呵的。我有心促成他们
俩，但老人刚开始有顾虑和担忧，矢口否
认两人的恋情，
只承认是好朋友。
”
爱情的魔力还是让人难以抵挡，哪怕
是 80 余岁的老人。问起老人约会时都去
哪儿，
黎德浓笑而不语，
陈召菊则捂着嘴笑
弯了腰，
然后又甜蜜地诉说：
“菜地里、
敬老
院后面的小树林，
我们都去过，
尽量拣着人
少的地方约会。
”
陈召菊说，
有一天晚上，
她
在小树林拥抱着黎德浓告诉他：
“阿浓，我
越来越离不开你了，一天也不能离开。你
还是找院长说说，
让我俩住到一起吧。
”
黎德浓委托另一个老人向陈婧表达
了陈召菊的心愿。
“ 毕竟敬老院的老人都
是男女分开住的，如果混住在一起，不利
于管理。”为了帮助两位老人完成心愿，陈
婧建议他们领取结婚证，这个建议被两位
老人开心地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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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琼海嘉积敬老院食堂，84 岁的黎德浓与新婚妻子、78 岁的
陈召菊正在吃午餐。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黎德浓与陈召菊在宿舍向记者展示他们的婚纱照。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黄昏恋折射
社会文明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琼海市嘉积镇敬老院 84 岁
黎德浓和 78 岁陈召菊的黄昏恋
故事，
在琼海成为传奇，
人们一边
惊叹两位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对
爱情的执着追求，一边为老人真
诚地送上祝福。
无独有偶，4 月 11 日，成都市
一家敬老院也传来一对 88 岁老
人和 86 老人喜结连理的爱情传
奇。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全国
各地不少敬老院里，传出了很多
老人相识相爱并结婚的爱情童
话。
社会是多元的，
包罗万象，
人
与人的爱也五彩缤纷，亲情、爱
情、友情、同事之情，还有陌生人
间相互的关爱和理解，都是一个
健康友善社会的重要组成。老人
由于身体机能各项指标的衰退，
他们的身体健康、
心理情商、
自理
能力、处事能力、社交范围等等，
都在随之减弱，
他们像孩子一样，
更加渴望被关爱、被理解、被呵
护，对爱情的需要可能更甚于年
轻人。
那么，
为什么老人，尤其是高
龄老人的爱情这么容易引起关注
呢？因为老人的爱情不易得到社
会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后代的
理解和支持。在传统观念里，勇
敢追求爱情的老人会被人们指责
为“老不正经”，儿孙辈对家中丧
偶老人的再恋爱、
再结婚，
往往持
激烈反对的态度，觉得老人的黄
昏 恋 让 他 们“ 丢 人 ”、
“抬不起
头”
。为此，也传出不少悲剧。
敬老院老人的黄昏恋成功指
数高，
不仅仅是老人们勇敢，
更重
要的是敬老院里的老人绝大部分
是孤寡老人，他们的恋爱没有来
自家庭、
后辈的压力，
再加上敬老
院的支持，
好事少磨，
自然成功率
高。比如，嘉积镇敬老院了解到
黎德浓和陈召菊相爱后，琼海市
民政局、
敬老院相关领导，
都给予
了很大支持，敬老院特意为老人
腾出一间房作为婚房，嘉积镇民
政局为老人办结婚证开绿灯，市
民政局还为老人结婚送来贺礼。
如果，黎德浓和陈召菊老人不是
住在敬老院，
而是儿孙满堂，
并与
儿孙们一起居住的话，他们的黄
昏恋是否能得到理解？又是否能
成功结婚？又能不能得到后辈的
真诚祝福呢？
所以，老人的黄昏恋不仅仅
是老人自己的坚持与勇敢，更折
射出社会对老人的理解、包容和
支持，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和
大爱氛围。
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几十年
的计划生育，很多丧偶老人还要
忍受失独之痛，如何抚慰这些老
人心中的伤痛？如何帮助他们走
出孤独？如何让他们的晚年充满
愉悦、爱与温暖？是社会共同的
课题，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什么是爱，
学会了解、
尊重老人的
需求，
伸出大爱之手，
帮助更多的
老人圆梦，
和他们一起，
在人世间
缔造更多爱情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