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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夕节。牛郎织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故事，体现着含蓄深沉的东方爱情
观。

七夕前夕，记者走进三个家庭，他们有的是燕尔新婚，有的结婚十余载，有的已携手大半辈子。尽管
平时很少互相表白，他们却默默地用实际行动表达爱的真谛。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对婚姻的感悟，感受他
们的幸福。

爱没有挂在嘴上，却处处可见
七夕，阅读三个家庭的爱情故事

顾梁臣是常州人，妻子吴昊家
在山东济南，两地相隔 650 多公
里。然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
平，从 2016 年相恋到 2021 年“修
成正果”，近百张火车票，见证了两
人的付出和坚守。

2014 年，顾梁臣高中毕业后
参军。当年 9 月，他在济南一所
大专院校担任新生入学时的军训
教官。吴昊那时是大一新生，就
这样，两人结识了。顾梁臣身姿
挺拔，吴昊青春靓丽，彼此都有朦
胧的好感。军训结束后，他们互
留了联系方式，经常在 QQ 上聊
天。吴昊是个特别健谈的姑娘，
吃到了好吃的、新交了好朋友、和
闺密翻脸又和好⋯⋯事无巨细地
和顾梁臣分享。顾梁臣也从不觉
得这些话题琐碎无聊，总是温柔
耐心地回应。就这样，两人的感
情越来越好，慢慢走进了彼此的
心中。

2016 年，顾梁臣退役，吴昊也
念完了 2 年制大专，两人顺理成章
地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吴昊在
济南做客服，顾梁臣回到常州当了
一名快递员。分隔两地后，顾梁臣
的小半收入变成了车票。只要一

有时间，他就会带上礼物，乘 3 个
半小时的火车，前往济南看望吴
昊。每次一出站，顾梁臣就会见到
吴昊翘首期盼的身影，他张开手
臂，吴昊就朝他飞奔过来。

2021 年，吴昊和顾梁臣说起
了三毛和荷西的故事。荷西问三
毛想嫁什么人，三毛说“如果是你，
只要有够吃饭的钱就好了，而且我
吃得不多，以后还可以再吃少一
点”。顾梁臣那时正在省吃俭用地
攒钱，不过还远远不够房子的首
付，但听到吴昊这么说，他还是鼓
足勇气求了婚，吴昊也笑逐颜开地
答应了。

结婚后，吴昊逐步将生活重心
转移到了常州。顾梁臣负责收发
常州三河口片区五六个村十多个
厂的快递，每天一大早就上班，晚
上 7 点才下班。他到家时，蒜蓉
虾、红烧猪蹄、红烧茄子⋯⋯爱吃
的菜已摆满了一桌子。做饭、收拾
房间⋯⋯妻子把顾梁臣和家都料
理得妥妥帖帖。顾梁臣则结婚第
二天就主动上交了工资卡，他对妻
子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
的。”他觉得，表达诚意的方式就是
让妻子掌握财政大权，给她足够的

安全感。
顾梁臣说，恋爱这么些年，因

为内心的羞怯，他很少用言语向妻
子表达感情，但那近百张火车票，
都是他没有宣之于口、却深藏于心
的爱意。

顾梁臣、吴昊家庭

近百张火车票，见证彼此的付出和坚守

王曦璐是新北区道乡社区网
格员，整天忙忙碌碌。丈夫朱磊是
一名刑警，忙起来更是不分日夜。
两人结婚十余载，始终聚少离多。

从恋爱到结婚，朱磊的手机一
直 24 小时开机。无论是正在一起
看电影还是和亲戚聚餐⋯⋯只要
接到命令，他就会立即投入到和犯
罪分子的战斗中。这些年来，王曦
璐时常一觉醒来，就发现身边的丈
夫已不见了踪影。

王曦璐同样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坚守在岗位上。道乡社区有2
万多户居民，却只有 10 个社区网
格员。防控疫情时，王曦璐和同事
干脆住在单位，夜以继日地组织全
员核酸、测量体温、排查人员、站岗
值守、消毒杀菌。平时她忙着入户
走访、慰问辖区弱势群体和重点关
注人群，为了守护辖区居民和店铺
的安全，还要时常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作为一名网格员，她身兼数
职，发挥着信息员、宣传员、服务

员、矛盾调解员、协管员的作用，常
常晚上8点才离开单位。

夫妻俩都很忙碌，感情却一直
很好，秘诀之一就是“多聊天”。每
晚入睡前的半小时是固定聊天时
间。孩子的成长、身边的趣事、国
际国内大事、最近遇到的困惑⋯⋯
两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同最好
的朋友一样倾心长谈，情感上有交
流、有共鸣。秘诀之二就是互相体
谅。王曦璐说，两个人都很忙，反
而能你懂我的难处，我懂你的不
易。朱磊在家时会抢着做饭、洗
碗、打扫房间，想方设法地陪儿子
尽情玩耍，从来不会在一旁玩手
机。儿子小时候，朱磊还经常以双
肘双膝撑地，变成一座人体“山
洞”，让孩子从“山洞”下一圈圈地
钻过去。大、小男子汉总是打闹成
一团，笑声在家里时时回荡。王曦
璐对丈夫的体贴就是，每当他办案
遇到瓶颈，在家脾气不顺时，她都
温柔相对，而不是“针尖对麦芒”。

每当丈夫加班晚归时，在客厅留的
那一盏灯，也是她对丈夫无言的守
候。

王曦璐说，他们一起养育一个
“吞金兽”，一起赡养双方的父母，
一起在生活里披荆斩棘，虽然早已
没有你侬我侬的花前月下，但却是
最亲密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

十多年相守，成为并肩作战的好“战友”

王曦璐、朱磊家庭

“老储，艺术团整个8
月有 10 多场演出，你又
要忙前忙后了。”8 月 1 日
傍晚，刘学红边吃晚餐，
边和丈夫储新荣聊天。

“ 你 是 艺 术 团 的 团
长，我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不是正常的吗？这就叫

‘妇唱夫随’。”老储一番话
很诙谐，刘学红被逗乐了。

刘学红热情外向，说
话麻利爽脆；老储沉稳内
向，踏实可靠。两个人性
格互补，就像“一块馒头
搭一块糕”。他们之间的
情感算不上轰轰烈烈、荡
气回肠，有的只是相敬如
宾、互相理解和包容。

上世纪 70 年代，刘
学红和储新荣先后下放
到当时的茶山公社丽华
大队知青点。两个 20 多
岁的年轻人都积极要求
进 步 ，经 常 共 同 参 加 学
习 ，迅 速 找 到 了 共 同 语
言 。 他 们 越 走 越 近 ，于
1981年喜结连理。

刘学红说，他们的职
业相似，但忙碌的程度天
差地别。她在小公司做一
名仓库材料会计，并不需
要加班。老储在一家大公
司的财务科工作，每晚 6
点半才能回家。后来老储
所在公司在攀枝花、成都、
新疆等地陆续成立分公
司，他被外派了好几年。
刘学红说，老储这样忙碌，
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顾不
上，家里家外基本上都是
她一手包揽。他们和公婆
住在同一幢楼里，老俩口

爱吃大肉面、菜饭和馄饨，
刘学红就隔三岔五地烧一
些好吃的送给他们。他们
有个头疼脑热，刘学红会
立即陪着去看医生，从不
拖延。她从内心深处，把
公婆当成了自己的亲爸
妈。

刘学红多才多艺，演
情景剧、小品，唱越剧都得
心应手，是个小有名气的

“伶俐人”。她退休后，应
邀成为南大街艺术团团
长。每年艺术团都要举
办五六十场文艺展演活
动，每周星期一、星期四风
雨无阻要排练。刘学红
成了个大忙人，却越忙越
开心。已清闲下来的老
储见妻子脸上整天挂满
了笑容，便主动请缨，成了
她的忠实助手。道具的摆
放和搬运、音响设备的调
试⋯⋯全由他一手包办。
觉得妻子排练、演出很辛
苦，老储从万事不理的“甩
手掌柜”，慢慢变成了会拖
地、洗碗的勤快丈夫。

刘学红说，老储不善
言辞，以前她忙碌时，再
多的感激和愧疚他都只
会放在心头，挂在嘴边的
只有简单的一句“你辛苦
了”。她并不埋怨丈夫，
夫妻就是一家人，都为了
让这个家过得更好在努
力付出，有什么必要斤斤
计较呢？退休后老储有
空了，就用实际行动尊重
并 支 持 她 的 爱 好 ，她 觉
得，虽然老储不浪漫，但
他是最好的爱人。

刘学红、储新荣家庭

当年的“甩手掌柜”，
如今甘愿“妇唱夫随”

两人一起到饭店用餐

夫妻俩在海边

刘学红和丈夫一起浏览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