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最生活爱情好逑
24小时读者热线 9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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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长春
个人档案：
姓名!鹿长春
性别!男
年 龄 !3
7周岁，丧偶，有一

12岁女儿
身高!1.
70米 体重!73公斤
职业!个体，
在幸福八村开中
医推拿店，月收入 4000元
左右。
个 人 爱 好 ! 看书，文学，打台
球，打羽毛球，看报，户外运
动，音乐。
自我评价! 沉稳，孝顺有爱
心，善良忠厚，有责任心，勤
俭，能吃苦，没有不良嗜好，
热爱生活。
联系电话!1519436419
1
44 !732614016

温厚男子期待爱情的到来
秋日的阳光很好&天高云淡&让人的心 情也豁 然开朗( 昨天上午 2 点&报 名参加晨 报#爱情好逑$栏目
的男嘉宾鹿长春如约出现在记者面前( 夹克衫 %休闲 裤%中等 身材&戴着 近视 镜的鹿长春给人 一 种敦 厚少
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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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长春是山东省宁阳
县 人 ，今 年 37周 岁 ，现 在
烟台幸福八村开了一家中
医推拿按摩店。有一个 12
岁乖巧可爱的女儿，在老
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上小学五年级。交流中记
者得知，鹿长春曾经有一
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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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导致脑出血去世。
“其实，以前我们一家
三口生活得很幸福，我和妻
子在泰安做点小生意，女儿
聪明伶俐，日子过得挺不错
的。但在我们老家，只要第
一胎生的是闺女，一般都要
生二胎的。女儿 8岁时，妻
子又怀孕了，我们一家都很

开心。可谁知道妻子在怀孕
6个月 时突 发 妊 娠 高 血 压
并发症，脑出血去世，从发
病到抢救才两个多小时人
就不行了，真是飞来横祸，
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后悔
也来不及了。”说起往事，鹿
长春低下头陷入了深深地
懊悔之中。

就没放在心上。谁知道这一
大意不仅让妻子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还搭上了未出世
的孩子，那可是两条人命
啊，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可想
而知。”
妻子去世后，尽管身边
不少热心的亲戚朋友不停

地给鹿长春介绍对象，希望
他早点成个家，但鹿长春根
本没有这个心情。为了不再
睹物思人，鹿长春离开泰
安，专门去学习了中医推拿
按摩技术，随后投奔烟台的
朋友，自己租房开了个中医
推拿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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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离去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鹿长春都沉浸
在深深地自责和懊悔之
中。他觉得对不起妻子，要
不是非得生二胎，也不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贤惠能
干 的 妻 子 也 不 会 才 33岁
就早早离开，女儿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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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生活得其乐融
融。但因为老家是农村的，
老人思想观念比较守旧，
自从生了女儿后，家里的
老人一直催着夫妻俩再生
个二胎。可是，问题就出在
这个生二胎上。四年前，鹿
长春的妻子在生二胎怀孕
6个 月 时 突 发 妊 娠 高 血

一下子没了亲妈。每每想
起这些，鹿长春的心就跟
刀割一般疼痛。
鹿长春充满悔恨地对
记者说：
“现在说啥都晚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以前妻子
查体时，也查出过高血压，
但因为生女儿时没啥事儿，

的女性为伴。对方能自食其
力最好，否则愿意跟他同甘
共苦，
一起开店也行。只要两
个人有共同语言，相互关心
照顾，
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对未来，鹿长春充满信

心地说：
“我是那种非常热
爱生活的人，能吃苦也坚
强，做事有一股持之以恒的
劲儿。也许我将来不一定能
大富大贵，但我一定会让未
来的那个她过上丰衣足食

的幸福生活，因为一个人无
论有多大本事，最终都得回
归家庭。有爱才有快乐，有
家才有温暖。”
567 记者 李俊玲 文
567 记者 方春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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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师：寻寻觅觅，
佳人在何方？
我的征婚情况见报后效果
很不错，接到不少女孩打给
《爱情好逑》 栏目的小夏， 我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可
能由于缘分不到，一直没遇
到合适的人，能再帮帮我
吗？”近日，曾在去年 6月
14日 做 客 本 报 《 爱 情 好
逑》 栏目的男嘉宾夏国林
致电记者热线，希望能通过
晨报这个栏目认识更多的
朋友。
36岁的夏国林在市区
一家面馆做拉面师，有着娴
熟的面点手艺，待人真诚热
本 报 讯 $567 记 者
李 俊 玲 %“ 我 是 去 年 参 加

天使的三滴眼泪
一天，上帝派他的
一个儿子去行走人间，
并
给他三滴眼泪，
上帝望着
他说：
“当第三滴眼泪落
地时，就是你回来的时
候，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吧，孩子!”
天 使 点 了 点 头 ，上
帝就把他放到一个农民
家里，他度过了美好的学
生生活。就在他快要结
束高中生活那年，
他喜欢
上班里一个叫舟芹的女
孩，但 17岁的他也没多
想，就这样错过了。
第二年，他踏上了
远去异乡的旅途，
没来得
及跟她道别。在异乡的
他，天天想着和她在一起
时的日子，在他 18岁生
日那天，他望着天上的星
星，突然流下了一滴眼
泪，这时，上帝在他耳边
说：
“当你流下第一滴眼
泪时，说明你已经深深爱
上一个人。”
天使从此疯狂地爱
上了她，
终于有一天，
他拨
通了女孩的电话，他们聊
了很久，
很开心，
就这样他
们天天晚上上网聊天，
在
那段日子里，是天使最开
心，
最快乐的时光。
有一天，他对舟芹
说他喜欢她，舟芹似笑非
笑地对他说：
“我们可能
更适合做朋友。”
他很伤心，但依旧
给她打电话。突然，有一
天，她对他说，她喜欢上

了一个人，
“我们还是做
朋友吧。”当他听到她的
声音时，第 2滴眼泪落下
了，这时上帝的声音又响
起了，说：
“孩子，当你的
第 2滴眼泪落下时，说明
你已经忘记她了!”
他试着慢慢地去忘
记她。多年过去了，
在一
次同学聚会上，他又看见
她了，看见她有个幸福的
家，这时他流下他的最后
一滴眼泪。
上帝再次出现在他
的面前，说：
“当你最后
一滴眼泪流下时，说明你
已经真正的忘记了她，跟
我回去吧!”
这时，上帝拿出一
面镜子，他惊奇地发现，
在她的心里，竟然有一滴
眼泪。上帝说：
“这是前
世她为你流的最后一滴
眼泪。”
他哭了，看着她远
去的背影，自己也慢慢地
消失了。喃喃地念道：
“认准了就不要放弃，放
弃了就不要回头。”

一粒沙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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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长春心里，贤惠善
良的女性是他心仪的对象。
他说，只想找一个跟他年龄
相仿，能操持家务，善待老
人、孩子，身体健康，为人勤
快，能一心跟他好好过日子

爱情物语

情，但因为职业原因，几乎
没有时间谈恋爱，这也是他
一直恋爱不成功的重要原
因之一。小夏对此很无奈。
小夏告诉记者，自从上
报后，接了不少电话和短
信。期间，他也先后和两三
个各方面条件比较合适的
女孩交往过，但都因为女方
受不了他的上班时间，提出
分手。就这样，折腾了一年
多，小夏还是孤身一人。
小夏说，随着年龄的增
长，不仅父母为他的婚事发

愁，
他心里也很着急。他也曾
想过换一个工作，但又舍不
得练了多年的拉面手艺，在
他心里，最大的梦想就是将
来和妻子一起开个拉面馆，
两个人同甘共苦，过幸福而
踏实的日子。对于女方他没
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她勤
劳、善良，身体健康，一心一
意跟他过日子。
如果你愿意进一步了
解小夏，那就赶快拨打他的
电话跟他联系吧!夏国林的
联系方式：
15166833785。

一粒沙爱上一只
蚌。沙说：
“我的爱很
痛。”蚌说：
“我把它放
入我的灵魂!”
女孩小时候就失明
了，由此性格很懦弱，但
她特别喜欢海边的沙滩，
在她生日那天，
男孩送她
一只透明的水晶瓶子，
很
美。男孩说：
“我要陪你
走遍所有的沙滩，
每天放
一粒沙在这个瓶子里，
用
它去珍藏起你的快乐!
”
女孩抱着瓶子，
很感动。
“让我做你的男友
吧，每一粒沙代表我爱你
的每一天!
”女孩一直记
得男孩说过的话。他温
柔体贴、幽默帅气，是许
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
但他对她们不屑一顾。
那 年 的 情 人 节 ，他
们一起去听海，
男孩对女
孩说：
“还记得紫贝壳
吗？从此以后我就是你
的蚌!
”女孩幸福得有些
头晕，在幸福浪漫的气息
里，第 987粒沙滑进了
水晶瓶子!
在幸福的气息中，
距离到医院做手术的日
子越来越近，女孩特别恐
慌。女孩攥着那只哈贝，
想给男孩打电话。但，这
些天男孩好像突然失踪
了，男孩的手机不是忙音
就是关机。

去医院的那天早晨，
女孩伤心地在呢喃的海
浪声中，把第 999粒沙
放进了水晶瓶子。
出院的时候，女孩
的父母来接她。女孩看
到一个帅气俊朗的年轻
人，他的眼睛上有道疤
痕。女孩的父母告诉她，
是这位先生捐献出自己
的 一 只 角 膜 …… 女 孩
说，谢谢你。那年轻人
说，只要你好起来，我即
心安。这声音像是穿越
时空而来，好熟悉的感
觉。女孩的眼泪“刷”地
流了下来，是他!
真的是
他!
女孩擦擦眼泪，男孩
亲 手 把 第 1000粒 沙 放
进了水晶瓶……
原来爱一个人就是
陪她一起看世界。女孩幸
福地抱着瓶子，
好多好多
的沙，好多好多的爱。女
孩又想起紫贝壳那个一
粒沙爱上一只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