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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表白
进化史

从信件传书
到当众告白

8月7日是
中国传统节日
“七夕节”，在这
个浪漫的节日，
记者分别采访
了于1980年、
1990年、2007
年 和 2011 年
相恋的 4对夫
妇。他们的爱
情，从不同的年
代开始：信件
中、公园里、网
络上、地铁内；
他们的表白，
在不同的空间
传递：或含蓄、
或直白、或浪
漫、或 甜 蜜。
他们的故事，
折射了“爱情
表白”的进阶
历程。

他们的故
事告诉我们，不
仅“爱情表白”
需要与时俱进，
对爱情和婚姻
的经营更需要
不断的修炼和
进阶，而进阶的
砝码只有两个
字——珍惜。

重庆晚报-上
游新闻记者 王
薇 实习生 秦小
雅 宋玲萍 钟佳
岑 傅乾峰/文 木
棉纪供图（部分图
片为受访者供图）

表白语
“我从心底热爱你！”
时间：1980年
地点：信件中

65岁的豆长华和59岁的王云群结婚已39
年，二人均在御澜道万科生活汇工作，这两位朴
实的劳动者说起当初的相遇，眼里闪起了光。

豆长华用“一见钟情”作为二人故事的关键
词。1979年12月，彭水北大街上，在沈阳当兵的
豆长华回家探亲，迎面走来一个笑意盈盈的女
子，与豆长华无意间对视时，脸上仍洋溢着笑
容。正是这个笑容，让豆长华心跳加速，他也回
应了一个笑容。原本，两人就要擦肩而过，豆长
华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叫住了女子，双方互留地
址。二人还约定，平时没事就写信交流。

回到部队后，豆长华就给留在彭水务农的王
云群提笔写了第一封信：“亲爱的王妹子，你最近
还好吗？家里忙不忙？全家的身体还健康吗？
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

1980年初，豆长华盼来了王云群的回信，上
面也写满了关心与牵挂。几封信来往后，豆长华
也没想到，竟然收到了王云群的表白：“想起我们
第一次见面，心里就热乎乎的，虽然只是见面短
短几分钟，但全身的热血都感觉在沸腾，我从心
底热爱你。”于是，二人的恋爱关系就此敲定。

当年底，豆长华回到彭水，与王云群举办
了婚礼，请了30桌。婚礼上，豆长华说，我捡
到宝了。

豆长华和王云群很自然的牵着手，互相补充
着讲完爱情故事后，还告诉记者，也许是一见钟
情的魔力，婚后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在他们看
来，没什么比相守相伴更重要。

表白语
“要不以后都一起吃饭。”
时间：1990年
地点：公园里

90后的谢先生是南岸区胡格格撸串火锅的
主厨，最近，他把父母从南川接到了身边。前些
天，一家人逛鹅岭公园时，谢先生才第一次了解
到父母的爱情故事。

谢先生的爸爸谢小明今年53岁，妈妈刘时珍
今年52岁，1990年，两人都在渝中区两路口一带
打工，谢小明从事电工，刘时珍则在餐馆当服务
员，二人通过朋友介绍相识。谢小明说，刚认识
的时候，他就对模样清秀、说话文静的刘时珍很
有好感。

此后，每当朋友相聚，谢小明总会主动找刘
时珍聊聊天，“几次接触后，我越来越觉得她好，
就决定跟她表白。”谢小明说，后来他单独约刘时

珍在鹅岭公园见面，并对刘时珍说：“要不以后
我们都一起吃饭。”刘时珍腼腆地点了点
头，二人就此成了恋人。

谢先生说，父母多年来感情一
直很好，就像当初老爸表白时所

说的那样，他最高兴的事，
就是下班回家，能吃到

老妈做的饭菜。

表白语
“朝思暮想，应该就是喜欢”

时间：2007年
地点：网络上

“你好，你是重庆合川的吗？”2006年，一个网名叫
“浪子”的QQ收到对方发来的一条验证消息。对方的网
名叫七月七日晴，18岁女孩，真名叫曾宇平。

“我是合川的，你也是吗？”“浪子”通过验证，很快回
了消息。“浪子”真名叫邓银春，21岁。

就这样，两人在网络相遇了。当时他们一个在东莞
打工、一个在中山打工，但作为重庆老乡的两人共同话题
自然特别多。为了能有更多机会聊天，邓银春只要有空
就去网吧，而在办公室工作的曾宇平则随时在电脑桌面
上挂着QQ等待“浪子”上线。

“朝思暮想，应该就是喜欢哈？”2007年，邓银春终于
用这句话宣告了二人关系的进步。至此，双方交换了照
片，开始了那个年代流行的网恋。2008年，两人正式线下
见面。2009年，他们回合川老家结了婚。有了孩子的日
子过得越发拮据，2012年曾宇平决定再次外出打工，把孩
子交给父母照看，还希望邓银春也陪她同去。邓银春没有
多想，“好啊，你开心就好。”

孩子渐渐长大，老人慢慢变老，曾宇平和邓银春又商
量：“要不我们回重庆吧，多陪陪老人和孩子。”邓银春也
是没有多想，“好啊，你开心就好。”

“他不懂得浪漫，但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那句‘你
开心就好’，我觉得比情话还中听。”曾宇平说，如今两
人勤恳工作，10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日子过得平静又
有盼头。

浪
漫

表白语
“你可来我的婚礼，就以新娘的身份”

时间：2011年
地点：地铁内

30岁的重庆崽儿曾政钦和北京姑娘刘怡芳都毕业
于名校，目前在国外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5日，当通过
语音电话向记者谈起他们的爱情故事时，刘怡芳语气洋
溢着幸福与甜蜜。

两人曾就读同一所大学，“他是男生第一名，我是女
生第一名，最初大家互相都看不惯，属于一山不容二虎
型，可最后竟终成眷属，爱情真是太奇妙了。”刘怡芳说，
曾政钦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还是会虚心向她请教，慢慢
地双方不再讨厌对方，反而越聊越投机。

两人上学时经常会坐地铁。一次在地铁上，刘怡芳
半开玩笑地说：“你结婚那天可不可以让我做伴娘？”曾政
钦说：“不可以。”曾政钦转过身迎上刘怡芳黯淡的眼神，
又接着说：“你可以来我的婚礼，不过如果你来，就以新
娘的身份。”刘怡芳以为他开玩笑，又反问一句：“你不
会是娶了八个吧？”曾政钦很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说：

“新娘只有一个。”刘怡芳虽表面一笑而过，内心却如
蜜糖般甜蜜。

如今，两人已结婚4年，但由于工作原因，经
常分居异地，刘怡芳说：“基本上是两个月见一
次面，所以一直都处于离别-想念-相见-
离别的良性循环中，根本没有时间厌
烦对方。”曾政钦则总结说：“我
们恋爱的秘诀就是，做真正
的自己，同时尽量体
谅对方，这样就
足够了。”

在2019年的七夕节，本报搜集了18位
市民的爱情表白，虽然他们的爱情角色各不
相同，但传递的爱的温度却相同。

爱ta，就要大声告诉ta！

他们这样
表白爱情2019年

1、表白人：被猪宠的苗苗
年龄：25岁 职业：销售
表白语：猪，很高兴在最美好的

年纪遇到如此优秀的你。在一起的
两年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磨合的
伤痛，还好你不离、我不弃。一起努
力，我们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2、表白人：刘瑞林
年龄：21岁 职业：本屋创品校园负责人
表白语：江霞，我们在一起3年4个月了，感谢你让我

的大学有了目标，有努力的动力，有了方向。今年暑假的
目标就是挣到10万，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风里雨里
对你的爱都在我的心里和我的行动言语里。

3、表白人：李洪瑞
年龄：20岁 职业：饿了么骑手
表白语：亲爱的墩墩，时光荏苒，我们在一起两年了，也是我陪你过的第二个

七夕，一路上有你，真好！你问我有多爱你？我的答案是：我努力送外卖养你！

4、表白人：何兰江
年龄：23岁 职业：X厨房二厨
表白语：亲爱的老婆姚姚，时光匆匆，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四个七夕了，谢谢你的理解与支持，愿余生，

都有你！

5、表白人：隆飞飞
年龄：19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很感谢复读这一年有你的陪伴，在我最想放弃时陪伴我、激励我。能找到你这个小公主，也是人生一

大幸事，爱你哟。

6、表白人：爱周瑜的小乔
年龄：20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也不知道互相喜欢着对方什么，但就是觉得彼此靠近就会有安全感，从一个女汉子被你宠得像

一个小公主，以后也要听我命令哟。

7、表白人：风车君
年龄：21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跟宝贝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愉快，相信我，也要相信你自己，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8、表白人：莫尘
年龄：31岁 职业：教师
表白语：火车邂逅已够狗血了，哪想还真能携手同行！我总喜说岁月静

好，可背后是你为我和孩子们承担的风雨。11年的相识、9年的相恋、7年的
相守，太多太多的经历让我坚信自己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感恩有你！

9、表白人：隐瞒
年龄：20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喜欢你的笑容，喜欢静静看着你，我

的忧愁像云一般一下子就散了。

10、表白人：毛泽尧
年龄：20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予你，如沐春

风，静听半夏雨声，恰时光
愿过半晌良辰。

11、表白人：大天鹅
年 龄 ：20

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

我可爱的赖
阁 宝 ，以 后
一定更加继

续爱你，让你
每天吃香喝辣。

12、表白人：
黄大胖

年龄：
19岁 职业：
学生

表白语：
下 面 这 段 话 给

我最爱的谭小瘦同学
——我不能做到随时都
陪在你身边，但我保证
绝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
面对困难，我爱你。

13、表白人：小欣
年龄：20 岁 职业：

学生
表白语：从高中

到大学这三年，经历
了很多磨合，以后我

们还会面对很多挫折，
但我一点也不怕。请你记
住：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
别，再无生离。

14、表白人：罗荣国
年龄：21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谭小姐(如图），遇见你，是最美

的意外，是我青春的开始。关于爱的承诺，
我没有山盟海誓，我只想让你知道，当你染
上了白色发线，我还在你身边！

15、表白人：薛女士
年龄：25岁 职业：教育行业
表白语：亲爱的源，缘分真的是

很神奇的东西，两条不相干的平行
线也可以碰到一起，因为，刚好遇
见。未来的路，我们一起，慢慢走。

16、表白人：蠢蠢
年龄：20岁 职业：学生
表白语：小陈，和你分分合合第五个

年头，终于又在一起啦！不知道为什
么，我遇见你多少次，就会沦陷多少
次。我已对这个世界很满足了，有日
月、有星辰、还有你。

17、表白人：许奇
年龄：29 岁 职

业：餐饮行业
表白语：希望我们相

遇后，甜蜜是人生旅途的开心
果，牵挂是悠悠岁月里的

小情歌，希望早点找到你，我会
用后半生弥补你前半生的所有遗落。

18、表白人：大大
年龄：19岁 职业：大学生
表白语：晓晓，6月8日我

们进入恋爱之路，9月1日我
们一起步入校园。希望我们的
结婚日期会是6月9日，因为6月
正是夏季，9日让我们长长久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