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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和妻子一直觉得，儿子还
在干事业。失联后最初的两年，“到
了春节前，我老伴的手机总会有电
话打进来，接通以后又没人说话。”
是不是杜捷，老两口也不能确定，

“但是我老伴心里会觉得是他。”老
杜告诉记者，曾经有个朋友称，似乎
在成都的均隆街看到过杜捷，“说他
看上去不太好，有些老态。”不过这
位朋友并没有和杜捷交谈。这几乎
是7年里唯一的线索。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杜和妻
子的想法有些松动。他说，他们向
央视《等着我》栏目做过登记，中国
失踪人口档案库也在微博上发布
了他们的寻人启事。考虑近一周
后，他们同意通过采访的方式寻

子，此前几天，他们还去过芜湖市
中山南路派出所报了儿子失联。21
日，当地警方也确认了这次报警。

“年纪大了，等不起了——我
今年78岁，老伴也73岁了，身上的
毛病也多了起来。”老杜说。张先生
也直言，老两口现在的情况，“不能
考虑孩子那么多了”。

7年间，老杜家里的电脑换了。
老人说，换电脑之后，QQ 号码也
重新申请了，原先的邮箱也登不上
去，和杜捷来往的邮件、聊天记录
都没了。

老杜翻出两张杜捷的照片，一
张近照里他憋了一脸的笑，另一张
是他站在花丛里望向远处，踌躇满
志。“前一张是他 2011 年春节回

家，我给他拍的。后一张，是他去外
面旅游，拍了发给我们的。”老杜表
示，家里想找儿子的照片也很难
了，“他自己的照片拍得少，出去玩
都是给我们拍。”这两张照片也被
老杜发在寻人启事的微博资料里。

“看到启事，就快给家里打个
电话，报声平安吧。”老杜在寻人的
微博里写道，“爸妈什么都不怕，就
怕你这样没有音讯……一天找不
到你，爸妈心里一天不得安宁。”他
也告诉儿子：“爸妈是你坚强的后
盾，你只管去闯，尽管去拼，爸妈相
信你，一定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图据受访者

蒋亨寿家住绵竹市什地镇合结
村，虽然已经80岁，但他思维清晰，精
神矍铄。老人说，他儿时就特别喜欢
画画，后来成了一名村小老师，教美
术和音乐。放学后和周末，他就给生
产队的食堂画宣传画，“后来周边都
晓得我画画不错，邻近乡也请我去画
宣传画。”29岁那年，他被分派去管理
集体的缝纫社，后来又在场镇上开了
一家缝纫店，直到60岁，他少有时间
绘画，只好把童年梦想藏在心底。

在什地镇，老街坊们都知道蒋
亨寿有一手裁剪衣服的好手艺，“那
些年，裁缝店生意好得很，尤其是年
底时，来做衣服的人很多，经常熬
夜，有时候一天只能休息4小时。”但
是，蒋亨寿心底始终有一个割舍不
下的梦——画画，“偶尔闲暇时拿出
画笔作画，总感觉心境不一样了。”

1999年，60的蒋亨寿把裁缝店
全权交给小女儿打理，他则重拾画
笔，开始自学画画、栽养盆景。

没钱请老师，他就自己到书店
去找书看，还拿着画笔四处写生，跑

到成都、德阳等地去看画展请教学
习，“另外就是临摹大家的画，这也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

经过几年的学习，2003年、2016
年，蒋亨寿办过两次画展，不少老人
都为他“老有所学”点赞。

20年来，蒋亨寿以画国画为主，
也有少量年画，以及部分书法作品。
蒋亨寿觉得可以拿得出手的有200
余幅，其中有描绘家乡美景的山水
画，绵竹的桥、中心广场、年画节的
热闹场景等都被他入画。

他的国画和年画作品相继获
奖，将三星堆文化与绵竹年画相结
合的年画作品《蜀魂春苗》还被绵竹
年画博物馆收藏。

今年初，老人精选了自己的绘画
作品90余幅、书法作品10余幅、盆景
作品10余件，共计100多幅作品，于6
月初出版了一本书画集，取名《晚成
集》。老人说，他希望借此激励后人
活到老学到老，“有梦想就去努力实
现，不忘初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在成都，有一对高龄夫妻，爷爷
李华明94岁，奶奶张玉清96岁，他们
生活在成华区龙潭高洪社区，夫妻
俩携手走过了60多年，依旧恩爱如
初。如今，爷爷生了重病，在病床前，
他说出了心愿，想和妻子拍一组婚
纱照，留下一个甜蜜的回忆。

得知爷爷的心愿后，成都市成
华区龙潭街道高洪社区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出资为老夫妻找来了摄影
机构，为他们拍摄了一组婚纱照，弥
补了爷爷心中的遗憾。

老夫妻相濡以沫60多年

上世纪50年代，李华明和张玉
清相遇了，或许因为是重组家庭，两
人格外珍惜这份真挚的感情。“夫妻
俩从不吵架，一直和睦相处，是全家
人的典范。”李爷爷的孙女说，爷爷
性格刚直，奶奶性格温婉宽容。生活
中遇到问题，奶奶会谦让包容，因此
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吵不起来。

相濡以沫走过了60多年，如今
他们依旧恩爱如初。半年前，李爷爷
的身体抱恙，隔三岔五就住进医院，
奶奶总会闹着一起住院，守护在丈
夫身边。“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
溜的云哟……”为了打发病房的枯
燥日子，闲暇时奶奶会坐在病床边
给丈夫唱情歌，听到妻子哼曲儿，吸
着氧气的爷爷也会哼上几句。

原来，两人年轻时在地里干农
活，常常会你一句我一句地唱情歌，
这既是一种习惯，也是爱的表现。

遗憾一辈子没有拍过婚纱照

6月中旬，李爷爷生了重病，再
次入院治疗。高洪社区书记前去探

望，在病床前，李爷爷说出了心中一
直以来的遗憾，“夫妻俩过了一辈
子，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李爷爷
说，想和妻子拍一组婚纱照，留下一
个甜蜜的回忆。

爷爷突然说出的心愿，让家人
们觉得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
中。实际上，奶奶虽然已经年过九
旬，但依旧有一颗爱美之心。孙女看
着奶奶的指甲长了，上前修剪，被奶
奶阻止，“不要剪，我要留着涂指甲
油。”听到奶奶的要求，孙女转而给
奶奶涂上了红色的指甲油，看着美
美的指甲，奶奶十分开心。而这些细
节都被爷爷记在心里。

社区帮忙补拍婚纱照

社区了解到李爷爷的愿望后，
积极为他们准备了一次特别的公益
婚纱摄影活动。

6月19日，高洪社区志愿队及摄
影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李爷爷的家
中。化妆师为夫妻俩穿上精心准备
的礼服，精心化妆。在摄影师的指导
下，夫妻俩摆出不同的姿势，有时相
互依偎，有时手牵手，整个场面温馨
而甜蜜。

6月23日下午，爷爷躺在沙发
上看电视，奶奶陪伴在旁，当家人
把拍摄的婚纱照片翻阅给二老看
时，老人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奶奶说：“我从来都没有穿过婚
纱，很高兴，很漂亮！”

对于社区的热心帮助，李爷爷
激动地说：“现在真的要感谢社区，
不仅圆了我们的婚纱梦还帮我留下
来珍贵的全家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王红强

7年前儿子留下邮件失联
7年后七旬老人微博寻子

爸爸妈妈等不起了
快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012年的除夕，杜
先生的儿子在成都失
联了。那天，他给家人
发了一封邮件，说“你
们保重身体……等一
切好了再联系”，之后
便杳无音讯。

老两口相信，儿子
是去干事业了，他们没
有报警，也没有大张旗
鼓地登报、上电视寻
人，“担心影响他的工
作和生活”。

等了7年，近日杜
先生的寻人帖子开始
在微博上流传。“我们
年纪大了，身体也不
好，等不起了。”

老杜说，2005年以后，儿子杜
捷就一直在成都，“做医药方面的
营销。”他和老伴来过成都三次，

“2006年、2009年和2010年都来了，
最后一次待得最长，3个月。”为了
照顾父母，杜捷专门租了套三室两
厅的大房子。2010年来成都，老两
口还见到了儿子的女朋友，那年杜
捷35岁了。

“三次到成都，城里面的景点都
带着我们玩过了。”老杜说，2011年
11月中旬，他和妻子本来计划再来
一趟成都，但14日收到儿子的邮件，
让他们不要来。

“他在邮件里面说，事业一直
不太顺，在外这么多年还是一无
所有，愧对父母。”老杜表示，他
们本想打电话劝慰儿子，但是杜
捷在邮件里面专门提到“不要打
电话”。

老两口只好通过邮件劝说儿
子，“劝他不要丧失信心，告诉他我
们会作为他的后盾支持他。”老杜表
示，儿子在回复中提到“伤了心”，还
说了“要离开成都”。

双方的沟通一直持续到2012年
1月22日，也就是除夕。“那天他发了
封邮件，说希望我们保重身体，他要
从头再来，又请我们放心，说等一切
好了再联系。”之后，老杜给儿子发
邮件、QQ留言都没了回复，“再打
他的电话，也不通了。”

从那天开始，老杜和妻子彻底
与唯一的孩子失去了联系。儿子留
给他们的只有最后一封邮件，双方
没有再通过电话，更没有见面，或
者留下任何声音和视频。老杜说，
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家里
电脑也不方便视频。

退休以前，老杜从事农业科
学研究工作，他的爱人则在医药
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75 年
杜捷在安徽芜湖出生。因为两人
工作忙，儿子被送回了余姚老家。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才接回他
们身边。

在老杜印象里，儿子独立性很
强，高考的时候，他曾提出送考，但
儿子不让他去。“我骑自行车跟在
他后面，结果被他发现了，坚持喊
我回去。”

1996年开始工作后，杜捷就常
常东奔西跑，“最开始是在安徽省
内，后来又去过江苏、上海、河北。”
当儿子提出要到成都工作时，老杜
夫妇也很放心，“他在外面闯荡惯
了，独立性很强。再说孩子大了，他
愿意去外面，我们也不想强留他在
身边。”

只是，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
最初杜捷在安徽工作时，还能

经常回家。不过到成都工作后，差
不多就是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在家
时，他们聊得也不多，就是问一下
过得好不好，彼此也会说挺好的。
平常他们更多是通过QQ、邮箱和
电话联系，“打电话也是简单地互
相问好。”

对于儿子失联前这些异常的
举动，老杜夫妇有没有怀疑是因为
遭遇了什么事情？

老杜表示，当时他们没有想
过这些。在他们看来，儿子当时应
该有些沮丧。儿子告诉二老，他给
女朋友也发了类似的邮件，“我们
也在 QQ 上问过他当时的女朋
友，不过对方说微信、QQ、电话也
都联系不上杜捷，也不清楚他去
了哪里。”

杜捷失踪后没多久，他的舅舅
张先生就知道了。他印象里，老杜
当时说的是，杜捷可能是生意上遇
到了问题。在张先生看来，这像是

杜捷的作风，“他从小就有很强的
自尊心，是个要面子的人。”

儿子失联以后，老杜夫妇曾试
图找警方查询儿子的踪迹，“不过
没有报失踪或者失联”。他们也想
来成都找人，“但是人生地不熟，也
没想好怎么找”，便没有成行。

老杜还告诉记者，在一般人看
来，直接贴一些寻人启事，或者登
报、上电视寻人，都是立竿见影的
办法，但太大张旗鼓了，老杜和妻
子觉得，儿子最后说“愧对父母”是
有面子上的考虑，“我们如果大张
旗鼓地找他，那他在公司和新同事
怎么处啊。”

张先生表示，其实家里人一直
在通过各种关系寻找杜捷，只是一
直没有什么消息。他能感觉到，老
杜夫妇压力很大，“为孩子的自尊
心着想，不愿公开找。但是每次去
他们家，看到他们的精神都不好，
一提起来就流眼泪。”

儿子发邮件说
“愧对父母”

失联之前 失联期间 为儿子的自尊心着想，不愿公开找

我们等不起了，报声平安吧七旬父母

60岁重拾画笔 80岁出版书画集

有梦何须虑晚成

6月初，四川绵竹80岁老人蒋亨寿的书画集《晚成集》出版
了。书中入选了他这20年来完成的书画作品100余幅。23日接
受采访时，老人表示，“取名《晚成集》，是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有
梦想就去努力实现。”

九旬夫妇想拍婚纱照 社区帮忙圆心愿

60多年的我爱你
拍进这张照片里

微博上杜老先生的寻人启事

杜捷的照片

蒋亨寿正在画画

两位老人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