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老伴马上就要离
开去外地生活了，临走前，
想跟你讲讲我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
庭，从小到大，父亲对我严
格要求，造就了我说一不
二的性格。因为性格开
朗、能歌善舞，热爱文艺，
我14岁那年，被特招到部
队文工团当文艺兵，在部
队里一待就是8年。那年
部队裁军，我转业到山西
省一个地级市的企业工
作，单位安排我在宣传科
做广播员。除了这份本职
工作以外，我还报名参加
了单位里的宣传队。不
久，我凭借自己的一副好
嗓子，成了我们单位合唱
团的领唱，也成了单位的
文艺活动骨干。

那个年代，每个单位
都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有
时候同一系统还常组织单
位与单位之间比赛，我和
我前夫刘元（化名）就是在
比赛时认识的。记得那
次，我们合唱团排练了当
时红遍大江南北的芭蕾舞
剧《红色娘子军》的配歌

《万泉河水清又清》，由我
作 为 主 唱 ，代 表 单 位 参
赛。那次我们的表演赢得
了观众们热情的掌声，获
得了大赛一等奖。比赛结
束，演员都在后台卸妆，刘
元走上前来，非常大方地
向我祝贺。如果用现在年
轻人的审美评价刘元，他
就是一个典型的“帅哥”。
那时候，我们可不用这个
词。刘元人长得非常精
神，1米78的个头，大大的
眼睛，高高的鼻梁，身材不
胖不瘦。听了他的自我介
绍，我才知道他是我们系

统另一个单位宣传队的钢
琴手，节目《长征组歌》的
钢琴伴奏。

我不知道当我在台上
忘情演唱时，刘元正在台
下默默地关注我。从那次
认识以后，刘元开始大胆
地追求我。那个年代的追
求方式不同于现如今，都
很羞涩，刘元总是托人给
我送张电影票。我是个热
爱文艺的人，也非常喜欢
看电影，一来二去，我就和
刘元谈起了恋爱。我们兴
趣相投，一个弹，一个唱，
恋爱谈得有滋有味，好多
人都特别羡慕我们。一年
半以后，我们幸福地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又过了一
年，我们有了儿子，儿子长
得简直和刘元一模一样。
孩子的出生让我们甜蜜的
爱情变得更加美满，一家
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那
时的自己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总觉得每一天都是快
乐的。

儿子 2 岁的时候，单
位有个名额可以到省城大
学脱产上大学。那时，我
明显感觉自己文化水平
低，迫切地需要用文化知
识来充实自己，一心想争
取到这个名额，就回家跟
刘元商量。刘元起初并不
同意我去学习，因为 4 年
脱产学习，孩子还小，我们
生活上将面临很多困难。
刘元很尊重我也很爱我，
经过考虑，他还是同意我
去深造。同意是他自愿
的，可谁也没有想到，爱情
易逝，就在那段两地分居
的时间里，我和刘元之间
出了问题，同时也改变了
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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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离殇后我再唱婚姻的新歌
■受访人：于春梅（化名）女 60岁 ■采访人：荆雯

自从有了孙子，儿子和媳妇工
作都非常忙，我和焦志强就在两个
城市之间来回跑，帮他们带孩子。
志强买菜做饭，我看孩子。自打孩
子上了幼儿园，我终于有了闲暇的
时间，我报名参加了老年合唱团，
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再次放声高歌，
过去的阴霾早已随着时间的逝去
烟消云散，不快乐的和快乐的都成
为人生的一种记忆。

一个弹一个弹，，一个唱一个唱，，恋爱恋爱
谈得有滋有味谈得有滋有味，，好多人都特好多人都特
别羡慕我们别羡慕我们

后记后记

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唱歌对我唱歌对我
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没有谁的人生会一马平川，这段旅程
就像一条曲线，有波峰即有波谷，与其在
波谷时颓废沮丧倒不如对未来充满希望，
也许另一个波峰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回头想，若你的人生是一段没有曲折
的直线，生活完美得无懈可击，那或许是
人生的另一种遗憾。

唱歌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热
情在，生活的美好就不会消失。就像那句
歌词“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
酒”，也祝愿您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我报名参加了我报名参加了
老年合唱团老年合唱团，，终于终于
可以心无旁骛再次可以心无旁骛再次
放声高歌放声高歌

我在省城读大学的
第四年，就听了很多同事
传来的风言风语，甚至有
关系好的同事劝我，放弃
学业保家要紧。一个周
末，我没有给刘元打招呼
就坐上了从省城回家的
班车，到家一看，我傻眼
了，这个家像是早已更换
了女主人。

我是个极要面子的
人，面对刘元情感上的背
叛，我不可能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我们曾经
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允
许他如此亵渎。我的眼
里容不下沙子，经过一番
痛定思痛的考虑，我还是
向刘元提出了离婚。

后来的很多年里，尤
其随着时代的变迁，回忆
起那段往事，我常会问自
己：“当年隐忍了是不是
就能白头到老？”我终归
不能欺骗自己，一面有裂
痕的镜子，即便再悉心呵
护，迟早是要碎的。我就
是这种要强的性格，不管
什么年龄，我都无法接受
被玷污的爱情，这或许也
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离婚后，我争取到了
孩子的抚养权，阴郁的心
情让我不想在那个小城
里多待一天。带着一箱
行李，领着6岁的儿子，我
来到这里投奔父母。幸
好我学有所成，拿到了本
科学历，几经周折，才从
原来的单位调动到这里
一家小企业工作。

那时起，我经历了人
生好长一段低谷。新单
位很小，也没有宣传队。
自从经历了失败的婚姻，
唱歌对我来说变成了一
件奢侈的事情，生活的重
厄早已把那个年轻朝气

的自己变成了另一番模
样。

好长时间，我无法从
前夫背叛的阴影中走出
来，那时候我发誓这辈子
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男
人。尽管我做好了一辈
子做单亲母亲的准备，生
活中还是常发生一些始
料未及的事情。记得有
一次，儿子跟同学打架，
我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我儿子从小就特别听话，
怎么会无端惹事呢？到
了学校，我才知道了真
相。一个孩子说我儿子
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我儿子忍无可忍就跟那
个孩子打了起来。听到
这些，我教训了儿子，可
谁也不知道我当时心里
有多难受。回家的路上，
我和儿子都默默无语。
到家后，儿子说：“妈妈我
错了，我不该打人。”我抱
住儿子大哭了起来。

我妈说：“一个女子
带着孩子太难，不如再找
一个伴，我们老了，总不

能陪你一辈子。”都是为
我着想的好意，可是，我
真 的 不 敢 再 信 任 任 何
人。更何况抛开这些不
说，即使我愿意，谁愿意
娶我呢？还带着儿子。

那时，我弟弟在我们
家大院里盘了个小门面，
开了一个小卖部。邻居
焦志强（化名）跟我弟关
系好，总是开车帮我弟拉
货。焦志强是一个国营
大企业的司机，跟我同
龄 ，皮 肤 黝 黑 ，不 爱 说
话。后来我听爸妈说，焦
志强老婆前几年出了车
祸，焦志强一直单身。

“焦志强和刘元完全
是两种人，他人老实、憨
厚，靠得住。”爸妈一边
说，一边撮合我和焦志
强。焦志强不会追求女
人，他只会用最实惠的方
法对你好，时间一长，他
对人的实诚打动了我。
焦志强不仅对我好，对我
儿子更是视同己出，对我
父母也非常孝顺。

在第一次婚姻失败 8 年以
后，我重树信心，走入了第二次
婚姻。我和焦志强在情感上有
过相似的经历，所以我们对这段
婚姻都倍加珍惜。婚后，我们的
生活过得平平淡淡，却很踏实。

我们结婚后5年，很多国有
企业渐渐走下坡路。那时起，我
单位效益开始不景气，起初还只
是推迟发工资的时间，半个月、
一个月，到后来索性连工资都发
不出来。无独有偶，焦志强的单
位也面临破产。正是在儿子读
高中到大学的那几年间，我们家
的经济情况出现前所未有的拮
据。为了生活，我和焦志强不得
不开始在外面打工。

我换过好多份工作，出纳、
会计、库管……只要能糊口，甭
管是啥行业，我都愿意干，我总
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可给私人
老板打工，确实很辛苦，你每次
挣来的一分钱都是自己的劳动
汗水所得。焦志强更是不容易，
白天给一个老板开车，晚上还跟
朋友换班跑出租车，就是那时候
的黄面的。他辛辛苦苦挣来的
钱，自己舍不得花，可对我儿子
却从不吝啬。儿子要补课，一交
就好几百块钱，儿子面露难色，
焦志强一边把钱塞在我儿子手
里，一边说：“你的任务是好好学
习，不要为钱发愁，那是我们大
人应该考虑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
互的。焦志强对我儿子好，我儿
子对焦志强也没话说。儿子高
考前夕，我妈为了给我儿子补身
体，炖了锅鸡汤，叫他去喝。临
从姥姥家出来，我儿子跟我妈
说：“我给我爸也端一碗，他平时
开夜车，太辛苦。”虽然焦志强与
我儿子是继父子，但他们关系能
处成这样，真的很难得，我也很
欣慰。

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我们总
算熬过来了。儿子凭借自己的
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
的大学。那几年，我和焦志强省
吃俭用，为他凑学费、生活费，终
于供他念完了四年本科。

我儿子确实很争气，从小到
大，没惹过事，学习上也没让我
跟着操太多心。大学毕业后，他
非常幸运地被沿海一家大型企
业高薪聘用了，现在可以说是前
途无量。前几年，儿子已经娶妻
生子了。

自从有了孙子，儿子和媳妇
工作都非常忙，我和焦志强就在
两个城市之间来回跑，帮他们带
孩子。焦志强买菜做饭，我看孩
子。自打孩子上了幼儿园，我终
于有了闲暇的时间，我报名参加
了老年合唱团，终于可以心无旁
骛再次放声高歌，过去的阴霾早
已随着时间的逝去烟消云散，不
快乐的和快乐的都成为人生的
一种记忆。

去年底，儿子在他工作的城
市给我们老两口买了房子，准备
接我们过去养老。过几天，我就
和老伴要离开了，说心里话，还
真有点舍不得这座城市，毕竟生
活了那么多年。我是情感栏目
的忠实读者，每周我都会认真读
每一篇故事，今天，我想在离开
这座城市前，跟你讲讲我的故
事。人的一生很长，说不上会遇
到什么坎儿，我觉得人活着，只
要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活
终归会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回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