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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生理极限试验场”的教师夫妻
在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西藏双湖县，一对援藏教师坚守已十年

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
佳节七夕，台中姑娘陈昭欣实
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和
来自福建平潭的恋人施强永
结同心，参加在福州举行的两
岸集体婚礼。

仿古拱门贴着大红喜联，
一对对新郎新娘坐上传统花
轿，200 多位嘉宾、亲属一起祝
福……这是陈昭欣想要的隆重
见证。

和陈昭欣、施强一样，越来
越多两岸年轻人踏过海峡“鹊
桥”，相知相恋相亲，为新时代
的“甜蜜事业”带来不一样的美
妙气息。

此前，把施强带到台中时，
陈昭欣上小学的小侄女还嘀咕：
“你不是喜欢韩系男孩吗？怎么
找了一个这么壮的？换人啦！”

陈昭欣大笑：遇到对的人，
预设的条件统统不算数。

生于 1992 年的陈昭欣毕
业后“登陆”，先在重庆实习，后
来进了厦门台资企业，2017 年
到平潭工作，遇到了生命中的
另一半。

一切就是这么巧：喜欢开
车兜风的施强，第一次用滴滴打
车软件载客，就接到了陈昭欣。

到达目的地，一只脚已踏
出车门的陈昭欣，听到施强“加
微信”的请求后，稍微犹豫便答
应了。

这对“90 后”两岸情侣开
始了他们的动人故事：他感动
于装修时她跑过来帮忙，弄得
灰头土脸也不在乎；她感动于
肚子疼时他三更半夜跑遍药
店为她寻药。她喜欢他做事有
方法；他喜欢她极具辨认度的
魔性笑声。

2017 年
底两人领了结
婚证，2018 年
办了婚礼，有
了女儿。施强
说，因为陈昭
欣，自己几次
去台湾，对宝
岛有了更多认
识。陈昭欣说，
因 为 这 段 姻
缘，自己获得
更多成长，希
望互相陪伴着
走下去。

“两岸婚姻越来越年轻化，彼此平
等。”苏州市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执行
副会长陈晓文说。

来自台北的陈晓文 2002 年到苏州
工作，3 年后认识了苏州小伙蔡鹤龄。
“我俩在朋友聚会上认识，属于一见钟
情。”陈晓文说。

“起初爸妈反对我找大陆男生，后来
他们来大陆次数多了，不仅同意我们结
婚，还在苏州买了房，准备养老。”陈晓文
说。

如今，陈晓文与蔡鹤龄有了一儿一
女，两边父母都生活在苏州，帮着照顾孩
子，也常一起搓麻将，全家人生活充实而
甜蜜。

年轻人七夕晒甜蜜，年过五旬的两
岸“老夫老妻”沈培基和万奕也你侬我侬
“撒狗粮”。

5 5 岁的沈培基来自台中，早在
1989 年就来大陆探亲、考察项目。1993
年，他第一次见到万奕，就被这个知性、
文雅的苏州女孩深深吸引。

为了追求万奕，沈培基连续送了一
个月鲜花，有事没事常往万奕单位跑，考
察投资环境反而成了“副业”。“最后，台
湾的公公看不下去了，专程赶来大陆，看
看究竟是哪家姑娘让自家儿子连工作、

父母都不要了。”万奕笑着
说。

万奕坦言，本来她从没
打算嫁给台湾人，觉得太远，
文化习惯上有些差异，甚至
担心男方回台湾就不再回
来。然而，沈培基热烈追求，
终于在 1994 年赢得了万奕
芳心，走进婚姻殿堂。

“老沈虽然话不多，但特
别会照顾人。我工作比较忙，
有时很晚才回家，他不仅做
好饭，而且把洗澡的热水提
前放好，就连楼道的灯都提
前给我打开。每次到楼道口，
还未进家门，就能看见橘黄
色灯光，心里特别暖。”万奕
说。

在沈培基和万奕夫妇看
来，两岸婚姻没什么特别保
鲜剂，关键是多沟通、多包
容，积极融入对方生活，共同
学习，找到更多共同话题。
“好的婚姻要彼此相互宠爱
着。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要学会退让、冷静。”

七夕前，沈培基给万奕
买了一条项链。七夕当天，两
人一同逛街、吃大餐。“老伴
太忙了，我希望她多休息休
息。未来，我还想带她环游世
界。”沈培基说。

据统计，自 1987 年两岸
恢复民间交往以来，已有逾
39 万对两岸配偶喜结良缘，
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约一万
对的速度增长。

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祖
群英研究两岸婚恋已逾十
年。她认为，两岸婚恋模式出
现了一些新变化：原来主要

是大陆女性
嫁到台湾，
现在很多台
湾女性嫁到
大陆；原来
两岸情侣年
龄 差 距 较
大，现在年
龄 基 本 相
当；原来两
岸情侣大多
选择定居台
湾，现在随
着大陆经济
社会发展，
更多情侣考

虑在大陆就业、创业、购房。
“随着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增多，他

们相知相恋的渠道更自然、更多元。”
祖群英说，自己所在的学院有位副教
授，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一位台湾女
博士，今年已经晒出了结婚证。“虽然
跨越海峡的婚恋故事有一些特殊性，
但与以往相比，越来越趋于正常化。”

祖群英介绍，与台湾近在咫尺的
福建，有逾 10 万的两岸婚姻家庭；此
外，上海、江苏、广东等其他沿海地区，
以及迁台老兵较多的四川、湖南、湖北
等省市，也有较多两岸婚姻。

“随着大陆各地发展繁荣和两岸
交流持续深入，两岸婚姻也在向大陆
中西部地区扩散。”祖群英说。

“两岸婚姻家庭，是维系两岸血脉
亲情的天然纽带，更是对‘两岸一家亲’
最生动、最直接的注释。”因为陈昭欣
夫妇强烈意愿而“特邀”他们参加的两
岸集体婚礼上，福建省民政厅厅长池
秋娜如是说。她相信，两岸婚姻家庭的
涓涓溪流，终将汇聚成冲破一切障碍
的澎湃浪潮，为两岸和平发展开辟更
广阔的前景。

(记者许雪毅、陈键兴、陆华东、宓
盈婷、林凯)新华社福州 8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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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胡
林果、刘巍巍、赵丹丹)“别跟我谈感情，
伤钱。”时值七夕，24 岁广州小伙小智赔
了对象又折钱。本是为抚平分手痛苦而
付费寻求情感咨询，却因此更加苦
恼——— 名为咨询实为照本宣科的网课，
课程内容与挽回情感无关……而所谓情
感导师由始至终都未露面。近日，据新华
社记者了解，商业情感咨询领域投诉案
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哪些人在为我们的
情感婚姻有偿支招？他们真的可信吗？

3800 元只买来建议“换

发型”的视频链接

4 步挽回绝情男人、6 招保你婚姻
幸福、90% 以上分手挽回率……记者发

现，随着情感婚姻咨询需求日增，不少人
把生意做到一个“情”字上：手机应用商
店中多款情感咨询 APP 在售；某电商平
台上，有团队专门提供“分手复合”“挽回
婚姻”等类服务；知名音频、短视频平台
上也出现不少以“爱情管理学”等为名的
课程和作品。这些服务和商品良莠不齐，
有些免费，有些从数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花够了钱就真的能破镜重圆、家庭
和睦吗？记者发现，其中有不少诱使客户
“快掏钱、多掏钱”的套路。

套路一：廉价资料当独家建议卖高
价。湖北严女士花费 3800元在“松果倾诉”
APP购买了一套独家情感课程，结果商家
只是发给她一些视频链接，且内容都是随
处可免费获得的信息。“形象设计就是让
我换个发型、买个衣服，这种建议我用得
着花 3800元吗？”严女士气愤地说。

套路二：忽悠“升级服务”不断加钱。

记者在一家名为“天使爱”的情感咨询网
店看到有“挽回情感危机”“脱单备胎转
正”“相亲长久关系”等服务。长春的胡先

生曾花费 580 元购买了此类服务。他告
诉记者，咨询是通过电话形式，“回复的
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就像在读课文”，
同时一直在强调问题太难解决，需要升
级服务内容，“说白了就是要我多交钱。”

套路三：“装神弄鬼”高价卖“吉祥
物”。某知名短视频平台的一位情感咨询
女主播声称可以通过“改运”帮助南京年
女士解决困扰她的情感问题。于是年女
士按主播要求立即购买了 2600 元一对
的挂坠“助运”。随后，这位女主播又让年
女士交了 16666 元用于“改运”。然而，花
了大价钱的年女士情感问题依然如故。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机构和个人并
不在意咨询内容科学性，而是在网络搜
索、网页广告关键词植入等方面一掷千
金，“猎获”网络咨询者。

“经验丰富”的情感导师

竟可以 300 元“定制”

那么这些“神通广大”的情感导师是

否真的称职合格呢？杭州的小李曾在
一家名为“恋之缘”的感情咨询公司任
情感咨询师。他说，经理要求他们每天
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上晒客户好
评、转账截图，以及心理咨询师的证
书、公司相关认证等。而其实这些对
话、转账记录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生
成，资历证书、锦旗也都可以在网上定
制，成本不超过 300 元。

据江苏省心理学会秘书长陈星星
介绍，婚姻情感咨询类服务大多打着
心理咨询的旗号。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国家考试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被取消
后，就有不同层级不同种类机构颁发
的证书出现在市场中。

记者从南京“德瑞姆心理”工作人
员处了解到，“性与亲密关系咨询师”
证书分为三级，课程价格在 1688-
16000 元不等。“要拿证书也要考核，
按老师要求做很容易通过。”当记者问
及该证书是否权威合法，这位工作人
员坦言，“目前在心理咨询领域没有国

家认证的证书。”
经记者查询，情感咨询行业常出

现的“性教育讲师”“亲密关系咨询培
训师”“性与亲密关系咨询师”等，均不
在经国务院发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
能人员职业资格目录中。

取消统一考试后乱象

增多 行业呼唤新“门槛”

多名资深情感咨询从业人员向记
者表示，市场需求大、门槛低是问题频出
的原因。陈星星透露，心理咨询师资格
“国考”取消后，缺少统一权威的证书，目
前市场上婚姻情感咨询类相关证书五花
八门，很难保证相关咨询专业性。

广州和真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
咨询师周晓青表示，即便拿到相应资
格证书，也未必适合立即从事临床工
作。她表示，当前行业协会应该在此转
变过程中重视临床培训，注重实践，杜
绝投机取巧将“发证”“培训”作为生财
之道。

在婚恋咨询师周小鹏看来，种种
乱象背后其实是标准缺失、规范缺位，
应尽快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业标准，
让消费者有对照、有参考、放心消费。

专家建议，恋爱婚姻等亲密关系
需要花时间经营，修复调整也有复杂
的科学过程，消费者对一切宣称能用
“话术”“秘方”等手段提供“打包票”情
感服务的“忽悠”都不应轻信。

商业情感咨询领域投诉案例呈明显上升趋势

收钱就保你破镜重圆，能信吗？

新华社长沙 8 月 6 日电(记者柳王
敏、程济安)77 岁的唐天宝有时会称老
伴蒋文军为“老伙计”，他唱了一辈子渔
鼓，“老伙计”也跟着他唱了一辈子。在他
俩看来，50 年相濡以沫的“金婚”爱情离
不开彼此最钟爱的渔鼓。

唐天宝家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中
山路，1969 年，他和比自己小 5 岁的蒋
文军结婚，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老两口
恩爱有加，谱写了一段爱情佳话。

“我俩是‘三同’啊，同剧团、同电影放
映管理站、同唱渔鼓，这一路‘夫唱妇随’，
形影不离，一直到现在。”说起人生经历

老两口如数家珍。
“他 16 岁那年进了祁剧团，两年后

我也进了祁剧团，后来我们从祁剧团到
了零陵电影放映管理站，虽然这中间我
的工作出现了一点变动，但后来我们一
起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和宣传工作，每次
下乡都会唱渔鼓，宣传渔鼓。”蒋文军说，
夫妻二人基本上是“工作节奏同频”，一
直到 1993 年双双提前退休。

据介绍，渔鼓主要是用渔鼓、快板等
作为乐器的一种戏曲表演，是富于娱乐
性、知识性的民间说唱艺术。渔鼓取材广
泛，内容丰富，大人和孩童都可学唱。

2014 年，“湖南渔鼓”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唐天宝从小跟着家中长辈学唱渔
鼓，他肯钻研，年轻时四处收集渔鼓词
本，积累创作素材，写出了不少原创作
品，如今依然坚持创作，推动当地渔鼓
的传承。

蒋文军有一副好嗓子，夫妻二人一
拍即合，在渔鼓表演上，一起探讨和创
作。“她刚开始觉得好玩，后来就喜欢上
了，我们生活交流也会唱渔鼓，渔鼓成
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唐天
宝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渔鼓里的爱
情，温暖而甜蜜。“主要是图他人好。”回
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场景，蒋文军说，当
年也没讲究彩礼，婚礼也办得简单，两
个人勤劳朴实、和和气气，一辈子就这
样过来了。

“你一生为这个家，为我付出了太
多。对长辈你尽孝，抚子你尽心，对我衷
心护理……”农历七月初七前夕，唐天宝
特地给“老伙计”写了一封感谢信。

相识相恋是一种难得的缘分。“50
年怎么够，不只是这辈子，下辈子我们
还要在一起。”老两口不约而同地表示。

“渔鼓夫妻”：夫唱妇随五十年，下辈子还在一起

▲ 8 月 7 日，来自福建平潭的施强（右）为他的爱
人、台中姑娘陈昭欣整理头饰。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新华社拉萨 8 月 7 日电(记者张京
品、周锦帅、格桑边觉)平均海拔 5000 多
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 40% ……这
里就是全国海拔最高县——— 西藏那曲市
双湖县，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试验场”。

恶劣的自然环境令很多人望而却
步，来自山东的杜安东和曹晓花夫妻却
扎根于此，守望三尺讲台，让青春之花在
五千米云端绽放出绚丽光彩。

一路向西，带着爱情逐梦高原

双湖县面积约 12万平方公里，人口仅
1 . 4 万余人。坐落于县城的双湖县中心小
学，是附近四个乡镇唯一一所完小，方圆
100多公里范围内的孩子大都就读于此。

十年前，20 多岁的杜安东、曹晓花
离开家乡山东济宁，辗转八千里地，在这
里开始了逐梦高原之路。

杜安东和曹晓花是同乡，在新疆大
学就读期间相识相恋。从小就梦想成为
教师的杜安东，2008 年看到西藏公开招
聘教师的信息。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两人
一致报考了那曲市的教师公招。

“当时给面试的领导提了一个希望，
就是把我俩分到一个学校。”杜安东说。

2009 年 3 月，杜安东和曹晓花到双
湖县中心小学报到。尽管有思想准备，但
困难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最大的困难不是高原反应，而是语
言。”杜安东说，牧区孩子的汉语水平普
遍较低，而他们两人都不懂藏语。第一个
学期，杜安东所带的二年级学生汉语课

平均分只有 7 . 8 分。
“每次到班门口，心头就像被压了块

石头一样。”杜安东和曹晓花绞尽脑汁，
一遍一遍地用手势比画着讲。如果学生
还不明白，就请学习好的同学帮忙翻译。

十年来，杜安东和曹晓花摸索出一
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名列前茅。
“我带的五(三)班上学期汉语课平均分
是 82 . 3 分！”杜安东自豪地说。

2009 年，杜安东和曹晓花在双湖领
证结婚。“现在二宝都一岁多了。”杜安东
说，“我欠她一个婚礼，哪怕一个简单的。”

“作为教师，我们离不开这些孩子。”
曹晓花说，“我们的爱情早已融入对藏族
孩子的亲情里。”

亲子难聚，做藏族孩子的爸妈

晚上 8 点多，双湖的天依然敞亮。
曹晓花推开职工宿舍的门，拿出一

把椅子和一把凳子放在院子里。“来吧！
就在这儿，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给你讲
讲。”她招呼着 13 岁的次仁桑珠补课。

由于路途遥远，双湖县中心小学
438 名学生一半多在校寄宿，不少学生
一个学期才回家一次。杜安东、曹晓花既
当老师，也做父母。

夜里带生病的学生去医院，周末带
学生外出购置生活用品，帮学生洗头、洗
衣服。“这里冬天气温常常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看着学生洗衣服的小手冻得红通
通的，就忍不住自己来。”她说。

杜安东和曹晓花的职工宿舍堆放有

很多箱子，里面装着家长寄存的孩子的换
洗衣服、两人为学生自费购买的小零食。

2017 年，曹晓花休假期间，六年级
女生洛桑卓玛在杜安东的车窗上，用手
指划过落尘写下“我的干妈，回来吧，我
想你了。”

杜安东和曹晓花细心照顾藏族学
生，而他们的两个孩子，长年寄养在七八
千里之外的山东老家。9 岁的大儿子由
杜安东的父亲孤身一人照顾，1 岁多的
小儿子由杜安东的妹妹帮忙照顾。

夫妻两人宿舍的摆设十分简陋，但
宿舍墙上张贴的 A4纸黑白照片格外显
眼，上面是他们的孩子和家人。

“平时和孩子交流主要靠微信。特别
怕接到家里的电话，因为不是大事，家里
是不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说起孩子，曹
晓花不禁流下了眼泪。

双湖的冬季漫长苦寒，绿色是这里
最稀缺的颜色。今年春节，夫妻俩从老
家带回一些菜籽，种在简易容器里。没
想到小葱、菠菜、油菜长势喜人。杜安东
兴奋地说：“这些菜我们也不舍得吃，就
图给生活增添些色彩。”

坚守双湖，践行教师的初

心使命

2010 年 4 月 18 日，杜安东接到母
亲的电话：“儿子，我快不行了，你能不能
回来一趟？”

辗转乘坐大货车、皮卡、火车、大巴，
四天后，杜安东回到了家，却终究没能见

到母亲最后一面。
“那四天四夜，眼睛几乎没有合

过，眼泪几乎没有停过。”杜安东说，
“以前不觉得工作地点远有什么问题，
但那一次，距离狠狠惩罚了我。”

十年过去，远离故土与亲人的杜
安东和曹晓花，带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带了个遍，仍然没
有离开双湖。

杜安东说：“再艰苦的地方总要有人
坚守。我来双湖的时候，妈妈就勉励我，
年轻人不要怕苦，教书育人是大善事。”

2015 年，杜安东被诊出室性心律
失常，医生建议他“尽快离开高海拔地
区，否则很危险”。杜安东一度打算调
离，但随着身体好转，他选择继续留在
双湖。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

现在，杜安东晚上必须吸氧才能
入睡，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坚守双湖的
信念。

双湖县中心小学校长次仁德吉
说：“他们有不错的学历，在内地也能
找到不错的工作。但他们天性乐观，热
爱西藏，扎根双湖，特别不容易，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去年，杜安东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谈起坚守双湖的原因，他说：
“和学生在一起就是我作为教师的初
心，让学生成长成才就是我作为教师
的使命。相比其他地方，双湖的孩子更
需要教师。”

▲杜安东（左）和曹晓花在职工宿舍接受采访，背后是黑白打印 A4 纸组成的“照
片墙”（5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锦帅摄

▲杜安东（中）和学生们在一起（5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锦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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