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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已开展84期评选，共推出2126余名

“重庆好人”，有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展
示了“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好心、做好事、
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声”的日行一善，聚沙成
塔，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高楼，为引领社会风尚，
传递正能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经广泛推荐、评选，带着养父上学的于婷婷
等20位身边好人登上“重庆好人榜”。这些好
人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轰烈
烈，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私的大爱，充分
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锐

高温下一段回家路
他把老伴扛肩头，汗水浸湿了上衣

黄金镇到桃花村的山路蜿蜒曲折。前天，
老爷爷就是顶着烈日背着老奶奶在这条山路
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只为了她一句话，“学相，
我好想去镇上赶个场哦。”

说这话的时候，叶其英抬起头眼巴巴地望
着他。去年，老奶奶摔了一跤，受了伤，腿脚不
方便，今年大半年来基本上就没出过门。老爷
爷砍了一根毛竹为老伴做了两根简易的“拐
杖”，但老奶奶经常坐在门口，望着窗外轻声叹
气。

老爷爷决定带着老奶奶去镇上走走。终
于实现了心愿，赶完集，叶奶奶好久没这么高
兴过了。但回来的路上，她头晕得厉害，不敢
坐车，老爷爷便决定最后一段路背着老奶奶回
家。

他在背篓上用两根“拐杖”当坐垫，把老伴
抱上背篓，然后把她背了起来。30多摄氏度
的高温下，孱弱的陈学相步子迈得很小，每一
步却走得很稳，因为他肩头上坐着的是他最爱
的人。汗水很快浸湿了他的上衣，汗珠也从额
头流进了他的眼睛里。

陈学相老人中途没怎么休息，实在太累
了，就把背篓靠在公路边的栏杆上歇一歇。肩
上的那个人，心疼地掏出手帕为他擦去汗水。

白发爱情意外走红
村民拍下发朋友圈让网友欣羡不已

这一幕，被路过的村民悄悄拍下，发了朋
友圈。网友们评价说，“年轻人整天挂在嘴边
的天长地久，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老人最
普通的并肩前行，更何况这小心翼翼背在肩上
的爱情。”

“老一辈的爱情，才是那段誓言最好的写
照——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我
们都不离不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

陈学相老人感到很意外，虽然他的肩膀已
被压得通红，但他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小了，
他只是带着心爱的老伴回家了而已。

近60年的“姐弟恋”
“这辈子要对她好，不让她受委屈”

老爷爷和老奶奶相识于1960年，然而这
段爱情并不为世人看好。叶奶奶之前有过一

段婚姻，前夫因病去世，她曾想这辈子都不再
嫁人了。然而，当一个叫陈学相的小伙子站在
她面前时，她为之怦然心动。

小伙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笑起来很好
看。他虽然没怎么念过书，但说话细声细气，
特别是跟她说话时很温柔。

那时他们甚至没有听过“一见钟情”这个
词，但他们第一次见面，便认定彼此就是可以
相伴一生的人。

最初这场爱情并不为人们看好，陈学相比
叶其英小3岁，属于当时并不多见的“姐弟
恋”，叶其英还不是初婚，但两人相识不到一个
月便决定长相厮守。

“他好看，能干，一个人能扛起200斤柴
火。做事踏实，对别人好，对我更好……”叶奶
奶捂着嘴害羞地笑了。

陈爷爷说不出为何对叶奶奶一见倾心，又
不在意两人之间的差距，“就觉得这辈子要找
的人就是她，一定要对她好，不能让她受委
屈。”

村里的模范夫妻
从没拌过嘴，每次都手牵手出门

两人没有过过蜜月，没有互赠过礼物，
没有昵称，都是直呼其名，却和谐美满地生
活了近60年。桃花村三组生产队长喻晓凡
说，老两口是村里的模范夫妻，从来就没见
他们拌过嘴，每次都是手牵手出门，非常恩
爱。

陈学相说，“吵架有什么作用啊，什么用都
没有，为啥要吵架呢？两个人过日子，不就是
你让让我，我让让你吗？”

而在叶其英看来，虽然老伴没能给家里创
造丰厚的收入，但他做的菜很好吃，家里种的
茄子、豆苗、南瓜，一个个长得好，全靠陈学相
打理。

大概这就是他们婚姻美满的秘诀吧。
老两口有四个儿子，都在广州的建筑工地

上打工，收入也都不高，但轮流每两个月回家
一次，每年每个儿子都会给老人6000元零花
钱。

黄金镇副镇长李宗仕在网上看到照片后，
也赶来看望两位老人，了解是不是没钱坐车之
类的原因。得知真相后为之感动不已，他说，
两位老人今年还被评选为村里的“和睦户”。

“作为留守老人，他们非常独立，尽力为子女减
忧，政府也会对其更加关心和照顾。”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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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夏家权 男 49岁 涪陵区马武镇板桥村2组村民

陶彦言 女 14岁 綦江区古南中学2019级15班学生

李福德 男 82岁 重庆铜罐驿长江玻璃厂退休工人

樊 维 男 37岁 大渡口区风尚理发店负责人

宋吉昌 男 80岁 重庆市兼善中学退休教师

张书予 男 47岁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

运输分公司安全员

杨 云 男 44岁 重庆涪陵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泥工组长

冯德伦 男 54岁 国网重庆南岸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

段亚亭 男 91岁 重庆市中医院退休医生

邹德平 男 54岁 云阳县水口镇人民政府综治办主任

周远付 男 51岁 重庆梁山群星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技术员

蔡金东 男 54岁 重庆嘉之树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胡中国 男 72岁 铜梁区小林镇庆云村16社社长

黄建军 男 48岁 重齿机械有限公司机加车间副主任

廖财莉 女 37岁 出租汽车驾驶员

刘廷科 男 70岁 潼南丝二厂下岗工人

杨延棋 男 71岁 丰都县双路镇断桥沟社区村民

于婷婷 女 21岁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学生

黄 林 男 34岁 忠县黄金镇骑龙村村民

李绪斌 男 42岁 巫溪县文峰镇长沙村1社村民

名 单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 13251458595提供上门收购服务

重庆南坪陈年老酒馆
斥巨资收购各种老酒

征集范围：1953年—2019年茅台酒，80、90年代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董
酒、等中国十七大名酒。

特别提醒：老酒馆鉴酒专家提醒市民，炎炎夏日，陈年老酒如保管不当，出现跑酒和品相
被破坏的情况，反而一文不值，十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主办方承诺：本次鉴定、收购活动，价格公开公平，买卖自愿，绝不无故压价，市民认可后
当场付款。

2018年-1800元
2017年-1900元
2016年-2000元
2015年-2050元
2014年-2100元
2013年-2150元
2012年-2200元
2011年-2300元
2010年-2400元
2009年-2600元
2008年-2800元

2007年-2900元
2006年-3000元
2005年-3200元
2004年-3400元
2003年-3600元
2002年-3900元
2001年-4100元
2000年-4800元
1999年-5200元
1998年-5400元
1997年-5600元

1996年-6600元
1995年-9500元
1994年-9700元
1993年-9900元
1992年-10000元
1991年-10500元
1990年-10700元
1989年-13000元
1988年-13400元
1987年-14500元
1986年-15500元

1985年-16000元
1984年-16500元
1983年-17500元
1982年-18500元
1981年-19000元
1980年-20000元
1979-1953年价格面议
以上价格为53度，单
瓶全品相，不跑酒报
价；跑酒与品相不好

的价格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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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年 老 茅 台 收 购 价 格 表

赶场回家的路
上，陈学相老人背着
晕车的老伴叶其英。

陈学相（右）和老伴叶其英（左）。

他和她的年龄加起来有近
170岁了。

他叫陈学相，83岁，她叫叶其
英，86岁，家住忠县黄金镇桃花
村。在山里默默无闻生活了一辈
子，没想到，7月24日，一张他们
俩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照片
中，柔弱的老爷爷把老奶奶整个
人扛到肩上，在山路上走着。为
什么耄耋之年的老人会把老伴扛
着步行？带着这个疑问，重庆晨
报·上游新闻记者赶到桃花村，探
访这对意外“走红”的农村老人。

好想去镇上赶个场哦

走嘛，我带你去

我头晕得很，不敢坐
车，咋个回去呢

没得啥子，
我背你回去

你都83岁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