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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黄昏恋”
不该是个问题

曾有媒体报道，我国40%的老

人有抑郁情绪，主要因素是丧偶。

很多人不解，“老年人还需

要谈恋爱吗？”心理咨询师给出

的答案是：“人的情感需求是不

分年龄的。”在走访中，记者也听

到不少类似“再孝顺的子女也替

代不了老来伴”的声音。

然而，对老年人来说，想说

爱你，似乎并不容易，子女是否

同意是第一道难关。

但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

问题。

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三十条规定，子女应当

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

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于

理，婚姻家庭幸福对子女的影

响重大，父母如果拥有幸福婚

恋，既有益于身心健康，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减轻子女的负担。

于情，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应该

得到尊重，在追爱路上，子女要

成为指引的灯塔，而不是封堵的

城墙。

很多子女不支持老年人再

婚再恋大多是出于好心，怕老人

受骗伤心、怕外界闲言碎语、怕

引发财产纠纷。但是，这些因素

都不能成为“一刀切”抵制父母

“黄昏恋”的出发点。对于老年

人再婚再恋可能带来的隐患和

风险，子女要做的，不是闭目塞

听，而是要与父母一起，为其出

谋划策，排忧解难。

排除子女的顾虑，老年人要

不要再婚再恋，只需勇敢遵循自

己的内心就够了。想爱了，便大

胆去找；累了、无所谓了，就享受

老年单身生活的快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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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辈忙着过小家的日子，我一个人在家，生活很闷，很想
找个伴。”

“羡慕有伴的人，但万一对方出现健康问题，照顾不了也
很麻烦。为了省麻烦，还是忍受寂寞……”

重阳节前夕，珠江时报记者探访养老院、社区幸福院等了
解老年人的情感生活。

今年6月公布的南海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南海全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35.67万人。其
中，不少老人孑然一身。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单身老人
的情感需求也逐渐受到关注。

单身老人是否渴望一段黄昏恋情？如果想找一个“老来
伴”，会遇到哪些问题？晚辈会否支持长辈“爱在黄昏后”？为
此，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养老院、社区幸福院、婚姻介绍所等机
构，与大家共同关注和探讨“黄昏恋”这一话题。

人到晚年，孑然一身，是一种

怎样的状态？倾向于单身老去，还

是再寻知己陪伴余生？对于这些

问题，单身老人最有发言权。

一个人住四五十平方米的大

单间，早起后在院内散步，午休后与

其他老人一起看电视、唠家常……

住进南海福利院2年多，85岁老人

潘奶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常。

“年轻时，我一边打拼事业一

边照顾家庭，和丈夫聚少离多，早

就习惯一个人过了。”2019年，老

伴去世后，潘奶奶住进了养老院，

性格开朗的她很快就在院里结识

了一大群朋友，晚辈有空时也会来

探望她。

但偶尔，潘奶奶也会感到孤

独。“有时会在凌晨醒来，没人陪着

说话，我就在房间里走动，擦拭家

具。”等到天明时，潘奶奶打开房门，

到院里散步。

潘奶奶也曾听说养老院里有

老人一起搭伴过日子，“有点羡慕，

有个人可以说说话，多好。”但她转

念一想，自己年事已高，万一找的老

伴出现健康问题，自己没能力也没

精力照顾对方，“为了省去麻烦，我

可以忍受寂寞。”

潘奶奶说出了部分单身老人

的心声，一些有多年照顾老人经验

的社工也有所感触。

“单身老人的孤独感和倾诉欲

更强烈。”狮山镇联星社区幸福院社

工杨连崧在走访中发现，部分老人

在丧偶后生活习惯变得不规律，尤

其是男性。在上门时，杨连崧会鼓

励老年人走出家门，结识新朋友，

“我支持老年人找个老伴过日子，提

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王婆婆与潘奶奶的性格有几

分相似，但对“黄昏恋”的看法却截

然不同。

王婆婆年轻时非常有活力，退

休后也闲不下来，常常参加社区活

动，唱歌、跳舞、旅游，生活丰富多

彩。几年前，她的老伴离世，她过上

了独居生活。如今，年过七旬的王

婆婆身体硬朗，但精力有限，也很少

参与社区活动，“小辈忙着过小家的

日子，我天天一个人在家，生活很

闷，很想找个伴。”

当王婆婆向子女表达这一想

法后，子女都非常支持她。后来，王

婆婆走进了今喜倩情缘中心，想请

该中心负责人区嘉慧牵线搭“鹊

桥”，帮她找到能一起享受退休生活

的伴，让生活不再单调。

王婆婆仍在等待她的有缘人，

83岁的吴爷爷则已经“爱在黄昏

后”。

吴爷爷的子女早已各自成家

立业，他和老伴两人互相扶持数十

年。几年前，老伴去世，吴爷爷时常

想找人聊聊天、说说话，但只有照顾

起居的保姆能应和他。

“实在是太孤独了，我就萌生

了找一个年龄相近、爱好一致的伴，

一起老去。”吴爷爷表示。在区嘉慧

的牵线搭桥下，吴爷爷与小他5岁
的陈奶奶看对了眼。

两位单身老人的身体都还算

硬朗，子女也支持他们的想法，就这

样，两人越走越近，目前正在友好交

往中。“我们常常会约出来喝茶、逛

街，国庆假期期间还一起在佛山周

边游玩。”吴爷爷觉得，他的生活也

渐渐多了一些色彩。

“再孝顺的子女，能替代老

伴的位置吗？”在走访婚介所时，

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情

感需求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单身老人寻偶热情远比人们想

象中的高。

以好合缘婚姻介绍所为例，

该所会员年龄涵盖22岁到70
岁，老龄婚介业务占了总业务的

40%左右。该介绍所负责人王

女士称，部分单身老人认为婚姻

大事是自己的事。“曾经有老太

太担心男方的子女不同意他们

结婚，男方就直言他的婚姻轮不

到子女来管。”王女士表示，单身

老人找伴甚至再婚的出发点很

简单，摆脱孤独、寂寞，寻找一份

精神寄托，互相关心、互相照料、

互相慰藉、互相供给。

然而，横亘在老年人再婚

再恋面前的，仍有不少顾虑和

阻碍。

67岁的卢爷爷，自从7年

前老伴去世后，便开始重新“学

习”做饭、打扫卫生、收拾衣物。

卢爷爷没有动过再婚再恋的念

头：子女不会同意，一个人将就

着也能过。像卢爷爷这样的老

人为数不少。

在西樵镇大岸村幸福院，登

记在档的1101名老人中，超三

成是丧偶老人，女性居多。大岸

村幸福院项目主管黄永芬认为，

阻碍老年人再婚再恋的往往是

子女态度和社会舆论。受传统

观念影响，老年人再婚再恋被认

为是“老不正经”，在农村容易产

生闲言碎语，而子女反对是老年

人不愿再婚再恋的首要顾虑。

黄永芬认为，老年人再婚，

子女会考虑到财产分配、赡养纠

纷、老年疾病等问题，一旦出现

矛盾，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是

子女反对老年人再婚的主要原

因。为减少子女担忧，一部分老

年人会选择“伴而不婚”。

但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

子女支持父母寻找伴侣。

市民代先生的母亲10年前

丧偶后就一直住在乡下，生活有

些孤独。3年前，他的母亲找了

一位老伴，双方的儿女都赞成

老人搭伙过日子。如今，两位

老人经常出门跳舞、逛街，找到

了许多快乐。代先生认为，现

在很多老人独居在农村，来城

市生活又不适应，如果能找到

一个伴，互相照应，也是度过幸

福晚年的选择。

“对于老年人追求婚姻生

活，亲人应予以支持，社会应予

以包容。”市民李龙冰建议，老年

人可以在再婚前进行财产登记、

签订婚前协议，“通过法律划分

财产可以避免经济纠纷，也相当

于为这段感情加一份‘保障’。”

策划/统筹珠江时报记者程虹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周钊泷郑慧苗

见习记者梁慧恩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
佛山特大桥（DK24+720-DK34+600段）土地征收预公告

南府〔2021〕128 号

为顺利实施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佛山特大桥
（DK24+720-DK34+600段）的建设，拟征收该项目所需土
地。现将该启动土地征收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位置及范围：拟征收土地位于佛山市南海
区狮山镇辖区内（具体位置详见附件1）。

二、拟征收面积及权属：本次拟征收土地面积约279.37亩
（具体以征地红线为准）。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涉及的土地权属
人详见附件2。

三、征收目的：用于广湛高铁项目正线南海狮山段建设。
四、实施单位：征收工作委托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

具体组织实施。
五、有关部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拟征地范围内暂停

办理下列事项：
（一）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申请；
（二）土地、房屋用途变更；
（三）新建、扩建、改建房屋申请；
（四）土地、房屋的交易和抵押；

（五）已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的房屋
的续建；

（六）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
（七）入户申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高校毕业

生户籍回迁、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等原因应当入户的除外。
上述暂停办理事项至签署土地征收协议书当日止。
六、本公告发布之后，由征地实施单位开展土地现状调查，违

法建（构）筑物及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抢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
用途或抢栽抢种农作物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不予补偿。

附件：1.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佛山特大桥（DK24+
720-DK34+600 段）土地征收范围示意图

2.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佛山特大桥（DK24+720-
DK34+600 段）拟征收土地权属人明细表

（相关附件内容详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网址如下：
http://www.nanhai.gov.cn/）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
2021年10月12日

兹有佛山市三水深业地产有限公司向佛山市自然资

源局三水分局申请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白云路

北侧1号地块四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项目规划方案

调整。现依法进行批前公示，请相关利害关系人留意查

看。如有任何意见，可在公示结束前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三水分局反映。同时，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如申请举行听证会的，应在公示期内提出书面申请。

公示时间：202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0月24日
公示网址：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zsxx.fszrzy.foshan.gov.cn/ssgs
现场公示地址：项目出入口及销售中心
意见反馈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三水分局
规划业务咨询电话：0757-87777281
公示监督及意见反馈电话：0757-87739918
公示反馈意见邮箱：zrjtszglk@ss.gov.cn

规划调整公告

▲孔仁君遗失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发放的佛山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证
号：441822197211255633， 现声明
作废。
▲广东恒大大药房有限公司顺德
济宝分店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顺食药
监械经营备 20150731 号）， 现声
明作废。

单身老去还是再觅知己？

人 到 晚 年

夕 阳 无 限 好

为何难约黄昏后？

■社区幸福院内，老人们正在开展娱乐活动（该图与内文采访对象无关）。 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摄

■南海九江颐养院。 珠江时报记者/刘勇斌 摄

■某婚介中心悬挂着牵手成功的客户送来的剪

纸、题字等礼物。 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