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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
我们这个大家庭而言，幸福很简单，简单就
幸福。

幸福，从来都与贫富无关，只与心态
相连。婆婆不止一次对我讲，她和公公是上
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秦皇岛一所中学教书时
恋爱结婚的。公公是党员，婆婆是团员；一
个是工人家庭，一个是城市贫民。在那个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二人大学毕业后分
配在同一个中学教书，有着共同的目标：忠
诚党的教育事业。他们相互帮助、相互促
进、相互关心，最终走到一起登记结婚。

登记结婚的那一天，二人都穿着平时的
衣服。公公穿着一双塑料凉鞋，一只鞋的鞋

带断了，用一段细铁丝系着。他们结婚 48
年，相敬如宾，从没红过脸，退休前一起携
手上下班，退休后一起参与朝内头条社区的

“守望岗”执勤。看着他们佩戴着红袖标执
勤的身影和依然恩爱如初的样子，我想这就
是婚姻和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2016年，经朝阳门街道推荐，公公婆婆
家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光荣称号。就在

这一年，我和先生登记结婚并举行了婚礼。
同公公婆婆的婚礼相比，我们婚礼的仪

式感就强多了。公公婆婆节俭了一辈子，但
希望我们把婚礼办得有纪念意义。毕竟时代
不一样了，我们也具备了这样做的物质条
件。于是，我和先生先到埃及旅行结婚，回国
后两家合着在我娘家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
礼。

举行婚礼那天，先生穿上笔挺的西装，
我化了妆，披上了美美的婚纱，我们还请人
拍了结婚照。婚礼上，公公代表全家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祝词，祝福我们恩恩爱爱、珠联
璧合、幸福美满、事业有成。

就在今年 4 月，象征我们爱情结晶的小
宝宝降生了，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大喜事。公
公婆婆的家风家训和幸福秘籍，我们将会传
承下去，未来我也会把他们还有我们的爱情
故事讲给孩子听。

学会简单，其实就是不简单。在我家，
多一份宽容，少一份挑剔，就是我们家幸福
的秘诀。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我家在川西高原民族之乡四川省镇理
县，父母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相识相恋的。
那时候的爱情多了些自由，纯粹而且简单：
两个青年男女，努力将实现“四个现代化”
为己任，要建设经营好一个小家庭。

父母的婚姻低调简朴，一如当时的其他
小家庭：找出各自最好看的衣服，走了几十
里山路，到县城照相馆照了一张黑白结婚
照，然后走到民政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
续。父母结婚那天，请双方家人朋友到乡下
举办了一场“坝坝宴”。

我出生在1989年，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
大，我也耳濡目染父母那种平淡而温馨的爱
情。不论是父亲辛勤劳作回家，母亲送上一
杯红枣枸杞茶，还是母亲生日，父亲带回一
条鲜红的毛线围巾，都让我莫名感动。

2008年高考后，我进入军校。如今接近
而立之年的我已在军营走过10个春秋。父母
希望我能早日成家立业。但军营的锻炼让我
变得更加沉稳。我一直憧憬的并非轰轰烈烈
的爱，而是平平淡淡的真情，更注重对感情

的坚守。军人的职业性质决定我不能与妻子
长久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相互信任与支持
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我愿用一生去爱一个愿意为
我坚守的人。“军嫂”一直代表着牺牲与责任，她
理解体验军人职业的压力，肩负敬老孝亲的重任。

婚姻是人生大事，没有长期的感情培
养，结不出甜蜜的爱情之果。在我看来，遇
上对的人+感情充分积累=美满的家庭。如今
年近而立之年的我，终于水到渠成。我坚
信，我和妻子一定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平
淡真情。 黄自宏整理

我于2010年结婚，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妻子也是公务员。我们是自由恋爱，双
方父母都不干预我们的婚姻。

妻子是我的初中同学。毕业后，她到西
藏上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那里工作了。有
一次，我和朋友在假期去西藏旅游，有幸和
她重逢，从此开始了我俩的爱情，8年后，我
们终于迈进婚姻的殿堂，这是我此生最幸福的
时刻。

婚礼在老家举办，村里的乡亲，还有我
的同事、朋友欢聚在一起，足足为我们庆祝
了两天。我平时很少喝酒，但婚礼的两天，
我醉得一塌糊涂，也幸福得一塌糊涂。后
来，为了爱情，我想方设法去到西藏工作，

这样就可以和爱人相聚了。再后来，我们都
回到了云南的老家德钦县工作，周末闲时常
回家看望双方父母。

我父亲总爱说当年他的爱情。父亲算是
一个知识分子，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读完
了初中。当时，初中生是很了不起的。

80 年代初，德钦县组织过一次招工考
试，考上就可以“吃皇粮”。那是个让父亲

抱憾一生的早晨，村里几个同学早早来家叫
上父亲一起去县城参加考试，可此时的父亲
已被爷爷奶奶锁在偏房里，因为爷爷奶奶已
经答应把父亲许配给母亲，他要去做上门女
婿。父亲眼看着同学们走了，就悄悄地从二
楼的窗户跳了出去，跑步追上了同学们，结
果还没走出村子，就被爷爷奶奶追上臭揍一
顿，彻底打消了“考试梦”。

无奈，父亲和大他一岁的母亲成亲了。
婚礼极为简单，几个亲戚坐在一起，没有嫁
妆，只有几句简单的祝福。婚后几个月，父
亲和母亲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
两个人被家长粗暴地撮合在一起，是一件多
么残忍的事情。直至有了我和弟弟，父亲才
逐渐走出了心情的低谷，肩负起了身为人父
的责任。如今，父母的感情特别好，也许是
母亲的勤劳善良打动了父亲的心。

我庆幸我生在好时候，有权利选择自己
的幸福，也很感激特别疼爱我的双亲，他们
没有让他们的故事在我身上重演，相反，对
我只有无尽的爱和牵挂。

江 初整理

当自己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才真正
懂得了父母几十年的情感，原来他们深深地
爱着彼此。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磕磕绊
绊，一路走来，最终在年老之时，彼此搀
扶、相互依偎的亲昵，在我们这些孩子眼
里，是他们从不曾有过的表现。

那年家里翻修年久失修多年的老房子，
年过花甲的父母忙里忙外。有一天早上，母
亲早早起床烧火做饭。她提着满满一桶水上
楼，走到了最高的阶梯上，一时失足和一桶
水一起滚落了下来，摔在地上疼得动弹不
得。几兄妹手忙脚乱地把母亲送到医院，父

亲自始至终坚强冷静，始终握着母亲的手，
叮嘱她坚持住。

到了医院，母亲的右腿被诊断为髌骨骨
折，等待在手术室门外的父亲双手合十焦急地
等待着、祈祷着。第二天，母亲的病情有所缓
解，一夜未眠的父亲右手始终握着母亲的左

手，一刻不曾离开过。母亲因为麻药敏感，浑
身燥热，扎着针头的左手不停地无意识地挥来
舞去，父亲就将母亲的手托起，放在掌心里，
轻轻地握着。母亲于是很听话地躺着，不再辗
转反侧。

住院的日子是漫长的。半个月里，父亲

总是这样握着母亲的手，陪着她打点滴，陪
着她说话。“30 年来，我们整天为这个家忙
碌着，认真想想，我还真没有这样牵过你的
手呢。这些日子就让我把几十年欠下的牵手
补回来吧。”握着母亲布满老茧的手，父亲
喃喃地说。母亲流泪了，我们三兄妹也流泪
了。

父母的爱情就是这样悄无声息，虽然没
有玫瑰，没有浪漫，甚至没有甜言蜜语，可
在彼此最艰难的时候相互搀扶。父母的爱情
平淡却温馨，步入了花甲之年的他们儿孙满
堂，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20多年前，
60公里的距离，竟会成为婚姻中的一大难题。

我的父母来自河北省保定市两个县的农
村，相距大约 60公里的距离，搁现在也就 1
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在20多年前，走这一段
路却需要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听妈妈说，当
时觉得两家距离太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
到一起，于是二人大学毕业后便各自回家乡
工作。直到家里四处托媒都不满意，两人还
是忘不了彼此，最后才又试着写信联系。也
是天意，虽已分开两三年，但“男未娶，女
未嫁”，两家人这才走到一起。

因此，在我小时候，“回姥姥家”是一
段非常艰辛的记忆。要选择长时间的假期，
提前计划，大包小包整理行囊，几次换乘，

才能抵达。
虽说老爸老妈赶上了那个年代的“自由

恋爱”浪潮，但来自不同两县的小伙和姑
娘，能够走到一起，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
气。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婚姻虽已
不是“父母之命”，但男女相识相爱往往离不
开“媒妁之言”。我依然深刻记得，小时候，
村子里的少男少女到了适婚年纪 （一般是20

岁左右），家里就开始托媒人介绍对象，而媒
人的“资源”往往脱不开邻近的几个村——
谁谁家姑娘孝顺，谁谁家小伙儿能干，经媒
人一撮合，往往就能牵成一段姻缘。

这种婚姻文化自然有其背后的社会现实
——在当时相对闭塞的农村，邻近家庭之间的
联姻，一能为两家人提供互相照顾的便利，二
能稳固自己家族在本地的人脉关系。这也正是
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中国”。

如今，我们“90后”的爱情，再也不会
被地理因素所困扰。从不同的城市到不同的
省份，甚至是跨国恋，日益缩短的空间距
离，日益开放的思维心态，日益多样的交友
方式，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生活变
得更为丰富多彩，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
选择的权利：有人一结婚就生子，有人加入
了“丁克”一族；有人过上了居家“吸猫撸
狗”的日子，有人开始洒脱地在世界各地旅
行；有人热衷于在朋友圈“秀恩爱”，有人
在城市和乡村打拼奋斗。

当然，无论是 20 年前还是 20 年后的今
天，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不管选择怎样的
生活方式，在父母的爱情和我们的婚姻中，
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爱与责任。

我老爸是海军，虽是农村娃，但上世纪
70年代军校毕业就穿上 4个兜军装成了小军
官。老妈长得漂亮又洋气，是来大连下乡的
知青，能歌善舞。

1980年，这两个百里挑一的小青年都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彼此了解了对方情况后，老
妈完全不在乎老爸还有 9 个在农村的兄弟姐
妹。媒人安排见面那天，老爸准备了50元钱，
见了我妈先拿出20元来。之后我妈对他表示了
好感，老爸就又拿出30元来。后来问他为什么
分两次给，他说，谁知道你啥想法，万一不满
意，我这50元钱不全打了水漂吗？爸妈就这么
相识相恋组成了新家庭，第二年就有了我。

2004 年，我和先生相识在一个摄影论

坛。有一次他PS了很棒的后期效果，我这个
后期高手楞没想出他是怎么做到的，瞬间产
生崇拜感，主动加了他的QQ认真请教，一来
二去就聊熟了。后来他约我周末一起去黄河大
坝风景区，我当模特他拍照。当晚，他把一组
我的照片发在论坛上，还配了“朦朦胧胧”的
小文字，先生给我拍的第一组照片就这么打动
了我。现在想想，先生就是在最合适的时机出

现的最合适的人。他也许不是最优秀的，却是
最合适的。他包容我的坏脾气、急性子，永远
和和气气地微笑，让人如沐春风。结婚13年
来，我换了3次工作，从小学教师跳槽到市广电
局，后来考公务员成为警察。要说什么是爱

情，我想就是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吧。
和爸妈的爱情相比，我和先生更加浪漫

和默契。老妈喜欢鲜花，老爸却认为买花不
如买烧鸡。我俩则爱好相同，在花点儿小钱
搞点儿浪漫上总是高度一致。不过，用老爸
的话说，你们从小到大没吃过苦，什么仪
式感啊，不过是生活条件比我们年轻时好
太多，还有从不亏待自己的消费观念罢了。

老爸说得很对，我竟无言以对。
如今两个女儿已经是二年级小学生了，

唯愿我和爸妈两代人正能量的爱情价值观能
潜移默化伴随她们成长，愿她们跟妈妈和姥
姥一样，将来也成为嫁给了爱情的女孩，并
且一生幸福。

▲ 上世纪80年代的新郎和新娘
寇海萍供图

婚恋观的变迁婚恋观的变迁

简单就幸福
■ 朱 枫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头条社区 居民■ 朱 枫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头条社区 居民

父亲的伤痛
■ 农布恩主 云南省德钦县农科局 公务员

平淡见真情平淡见真情
■ 张 博 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保障营 连长■ 张 博 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保障营 连长

距离与婚姻
■ 王 萌 北京 媒体人

牵手一辈子
■ 胡筱红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医疗保险局 公务员

鲜花与烧鸡
■ 寇海萍 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 警员

近10年来，国内各类相亲交友网站和交友APP层出不穷。打开电视，孟非在
《非诚勿扰》中滔滔不绝；点开某交友APP，前几天刚加的好友又发了新的消息；
双击网站，五花八门的征婚启事配合精致的自拍吸引着网友的眼球……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人们的婚恋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最传统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生，到当今的网络相亲，父辈和子辈经历了不一样的
婚恋，也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

●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
期，知识青年主张自主婚姻，但观念
相对保守，仍然离不开“媒妁之言”。

● 60年代，军人作为“最可爱的
人”，不少女性对他们趋之若鹜，军
人是理想的对象。劳模、党员等也
颇受青睐。

● 1 978年实行改革开放，青年们
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高考恢
复，学历愈加受人看重。婚姻中介
所和大型相亲会也出现了。同时，
青年男女思想解放，社会交际日趋
活跃，征婚也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件
离经叛道的事，反倒成了社会常态。

● 80 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春
风，经济飞速发展，青年人在追逐
着琼瑶式浪漫的同时更看重经济条
件。开放的政策催生了一批“万元
户”。在普遍月收入只有一两百元钱
的那时，“万元户”家庭无疑是阔绰
的。金钱开始左右婚恋市场，人们
越来越愿意相信金钱带来的幸福感。

● 90年代，一部分人下海经商，积
累了较多财富，人们更加看重经济
条件。“90年代嫁大款”，一句简单
的话语，折射了那个年代人们对金
钱的追捧。

● 步入千禧年，网络相亲时代已
经到来。随着收入的提高与网络技
术高速发展，对于婚恋，人们不再
单一地追求财富与社会地位，也不
再囿于传统的交友方式。人们追求
精神的契合和“三观”一致，网络
鹊桥的兴起，为人与人之间思想的
交流与碰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青年人越来越大胆开放，从电
视相亲节目到婚恋网站，即使隐私
如爱情，也能堂而皇之地搬到荧幕
上讨论。

勇敢也好，作秀也罢，总之就
是大写的两个字——开放。

（梁 彦 职启迪 吴一锴）

改 革 开 放

4 0 年

从“媒妁之言”
到网络相亲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