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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照顾患病妻子暴瘦 60 斤 当红女主播辞职行孝

把爱带回家 献上心中最美的花
姻 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文/图
野今天是父亲节袁我带着儿子
从海南飞回南昌看望爸爸袁他今年
78 岁了袁知道我回来袁 一早就打开
门袁在门口一直等着我遥 冶胡文捷曾
是海南家喻户晓的主持人袁 她说袁
父亲老胡是个性格内敛尧不善表达
情感的人袁但他会用行动让你感受
到他的爱遥 他总是咬紧牙关独自承
受袁十多年前袁为照顾病榻上失明
的母亲袁 为了不给女儿们增加麻
烦袁他强忍病疼不去住院袁差点出
现生命危险遥 胡文捷说袁就是从那
一刻起袁她决定放弃蒸蒸日上的事
业袁 婉言拒绝单位领导的挽留袁离
开自己心爱的主持人岗位袁野我当
时的感觉就是不要后悔袁抓紧时间
孝敬父母遥 我离开这个岗位袁会有
新的主持人来替代袁但是我离开我
的父母袁没有人能替代我作为女儿
的岗位遥 冶

银 胡文捷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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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病情照顾妻子 父亲差点出现生命危险

在胡文捷的印象里袁 父亲老胡
是个沉默内敛的人袁 平时的交际圈
也仅限于以前的同事尧同学和邻居袁
而母亲的性格与父亲互补袁 能言善
辩开朗大方遥 从小到大老胡像是一
面墙袁阻挡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袁母亲
和她们姐妹仨在父亲的庇护下袁无
忧快乐地生活遥 野小时候袁父亲把家
里的活全揽了袁不让妈妈和我们做袁
他忙完了自己的工作袁 回到家也是
忙里忙外的遥 他手很巧袁家里的家具
和一些工艺品都是他闲暇时候自己
做的遥 冶
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脆弱是在
母 亲旧 病 复 发 后遥 胡 文 捷的 母 亲
1999 年患上了一种免疫性疾病袁导
致双目失明袁一只耳朵失聪袁有时不
能进食袁曾一度病危遥 每次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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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捷说袁他对母亲的爱袁从来
不放在嘴边袁而是用行动去守护病榻
上的失明的母亲达 14 年之久遥 为了
不让女儿们担忧袁 他血糖指标爆表
了仍不愿去医院治疗遥 野知道他不愿
去医院的原因后袁我很心痛遥 如果他
住院了袁母亲在家袁他放心不下遥 冶胡
文捷说袁父亲病情刚好转一点袁就吵
着要出院回家照顾母亲遥 在那一刻袁
胡文捷发现小时候无所不能的父亲
已经不再那么坚强袁 因日夜操劳抱
病照顾老伴袁 体重从原先 170 斤一
下子降到 100 多斤袁 暴瘦 60 多斤遥
野那时候袁我每年几乎回家不会少于
五尧六次袁一两个月就从海南飞回南
昌一趟遥 后来袁母亲身体逐渐恢复袁
但是我爸日渐衰老袁 作为女儿看着
很心痛遥 冶

放弃事业回家照顾父母 她没有后悔过

这件事后袁 胡文捷经过思索后
做了一个决定遥 野我决定辞去当时的
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袁 回在家乡找
工作袁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遥 其实在
辞职之前袁 在海南各种重大的活动
场合袁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尧海南省两
会尧海南岛欢乐节尧第 14 届金鸡百
花奖尧第 55 届世界小姐尧三亚世界
第一大力士冠军赛等重大活动袁胡
文捷都曾参与主持报道遥 2004 年 6
月 9 日袁 她还曾作为海南惟一的奥
运火炬手袁 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雅
典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遥 野因为我从
20 岁到 32 岁袁 最好的 12 年都奉献
给了我热爱的工作袁 当时离开也确
实可惜袁 单位的几个领导还专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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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发作袁老胡都会陪伴身边袁不离
不弃袁直到妻子痊愈遥 2006 年袁当胡
文捷的母亲再次发病袁 老胡刚好退
休袁他便甘当妻子的拐杖和眼睛袁每
天为妻子读书念报袁 饮食起居照顾
得很舒适遥 一直操劳下袁当时老胡患
上了严重的糖尿病袁 为了不让家人
担心袁他隐瞒了病情遥 在照顾老伴的
过程中袁他出现了呕吐晕眩遥 野因为
母亲失明袁 父亲强忍身体的难受照
顾她袁每次我爸发病袁他就进厕所呕
吐袁我妈问他怎么了袁他都说是在上
厕所遥 冶直到有一次袁老胡连说话都
没有力气了袁母亲摸到电话袁打电话
向女儿求助遥 野我姐姐带着医生冲进
家里袁父亲已经处于休克状态遥 一般
血糖达到 38 时袁人就会昏迷袁那时
候他的血糖已经高达 42 了遥 冶

南昌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袁 让他们
劝我不要轻易放弃遥 冶胡文捷淡然地
说袁野我离开这个岗位袁 会有新的主
持人来代替袁 但是我离开了患病的
父母袁 没有人代替我作为女儿的岗
位遥 冶
在胡文捷单位领导的劝说下袁老
胡也不想因为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袁耽
误了女儿的前程袁便打电话让她留在
海南遥 野以前我爸爸不知道我在海南
的观众基础袁领导跟他说后袁他不想
拖累我袁让我不要回来遥 当时我感动
归感动袁但最终还是决定回来遥 冶
因为担心患病的父母袁工作中袁
胡文捷总是压抑住悲伤袁 以最好的
状态播报和点评每一条新闻袁 但下

了节目袁 她常在躲在配音间嚎啕大
哭遥 野我从事播音主持已经 12 年了袁
1996 年 7 月 6 日第一次出镜袁 在单
位那五年进步挺大的袁 大家都很关
心我袁但我觉得对不起父亲袁我不想
留下遗憾遥 冶
当时也有人提出袁 都说海南是
养老的好地方袁 为什么不考虑把二
老接过来呢钥 对此袁胡文捷坦言考
虑过袁野当时我 妈 的 病 经不 起 长 途
波折遥 她走两百米就不行了袁而且
坐车超过 5 分钟袁她的身体就会出
现不适袁 而且我父亲又患有严重糖
尿病袁唯一办法就是我回去袁我现在
离开主持人岗位十年了袁 但我没有
后悔过遥 冶

常常回家看看 让陪伴温暖父亲的心

胡文捷说袁当年她能自信走上
主播台袁是一次机缘巧合遥 初二时袁
胡文捷特别害怕写作文袁 有一次袁
学校举行演讲比赛袁 上午放学时袁
班主任点名让几个 平 时 作 文成 绩
比较优异的同学袁 写一篇作文袁参
加演讲比赛遥 没有点到名字的胡文
捷也写了一篇作文袁题目就是叶我
的爸爸曳遥 在所有被指名参加演讲
的同学演讲完后袁老师问院野有没有
自告奋勇的同学钥 冶胡文捷举起手遥
野我是临时写的袁刚写完袁情感还是
很饱满袁就饱含深情地演讲完我的

作文袁 因为我太了解我的爸爸了袁
当时是所有选手中唯一脱稿的袁后
来还获得了二等奖遥 冶
由于是工厂小学袁学校把名次
贴在胡文捷爸爸所在的工厂门口袁
她的父亲激动得把她托在肩膀上袁
满厂子奔跑遥 她说袁这是第一次看
到父亲释放自己的感情袁从这次误
打误撞的参赛袁她也明白了一个道
理袁野弱项不是不可以做袁只要努力
也是可以变成强项的遥 冶也正因为
如此袁她非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却能
以独特的播报风格 赢 得 广大 观 众

喜爱遥
她的母亲过世后袁她也嫁到了
海南袁想接父亲过来 住 袁 但 是 执 拗
的父亲始终 不 肯 离开 南 昌 袁 因 为
他的朋友同学都在老家遥 野他现在
跟我姐姐住一块袁气色还不错 袁 我
也放心多了 袁 我 也 会常 回 家 看 看
父亲遥 冶胡文捷说 袁每一个父亲 都
是内敛的袁不擅于表达自己的 爱 袁
虽然嘴上不 说 袁 但 没 有一 个 父 亲
不需要子女 的 关 心袁 时 间 挤 一 挤
总是会有的袁希望我们都用陪伴来
温暖父亲的心遥

父亲节催热
“孝心经济”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段然冤 每年的 6
月第 3 个星期天是父亲节袁 今年父亲节恰逢电商促销节
野6窑18冶让总是稍显野爸冶气不足的父亲节市场变得热闹起
来遥 商报记者了解获知袁除了线上线上的商家促销袁不少餐
饮尧景点也在父亲节期间打起了亲情牌遥

男士实用礼物热卖
父亲节送礼袁 大家总会想给
父亲比较实用的礼物遥 刚参加完
高考的小奇想着要上大学了将离
开父母袁因此袁想借这个父亲节表
达一下心意遥 野母亲节的时候我给
妈妈买了鲜花袁 这次想给爸爸买
点实用的袁免得他说我乱花钱遥 冶
小奇说袁野我在网上逛了好久袁最
终选中了一款优惠价为 199 元的
剃须刀袁当作父亲节的礼物遥 店铺
是网上授权的专卖店袁 质量应该
有保障遥 虽然我现在还买不了太
贵的礼物袁 但这份心意相信老爸
能够感受到遥 冶
记者了解获知袁野6窑18冶期间袁

不少电商推出了父亲节特别策
划袁 尤其是一些男士常用的生活
品袁排名统统在靠前袁并特别设计
为野父爱如山袁感恩首选冶等字眼袁
吸引买家遥 除了剃须刀袁在网上商
城父亲节专场中袁手表专场尧养生
枕尧 按摩椅等产品的销售量都非
常可观遥
不仅如此袁 线下的父亲节礼
物袁也朝着实用袁走起温馨体贴路
线遥 男士皮鞋尧衣服等通通促销遥
一些商家不怕 野喧宾夺主冶 打出
野在男人的节日里为女人买买买
的男人更有魅力冶的有趣宣传袁趁
机促销其他商品袁拉动销售额遥

餐饮、景点打起亲情牌
相比母亲节尧儿童节袁父亲节
送什么礼物给爸爸让不少市民苦
恼遥 市民杨小姐就表示袁她的父亲
节礼物大多停留在衣服鞋帽上袁
几乎很少涉及其他遥 她看了很久袁
也不知道送老爸什么礼物袁 最后
挑了一件 T 恤遥
刚刚为父亲挑完节日礼物的
王女士说袁同样是节日袁给母亲选
择礼物就很好选袁鲜花尧吃的穿的
用的玩的袁几乎样样都行曰可父亲
节或者生日就不知道要为父亲选
什么袁一开始时可以送剃须刀尧衣
服尧鞋子尧手包什么的袁可总不能
一到节日就送这些遥 今年不想那

么烧脑袁 带着全家人出去吃一顿
大餐袁算是为父亲过节遥
椰城 不 少 餐 饮 企 业 父 亲 节
期间推出野炫父冶互动袁海口一饭
店推出袁晒父亲照片袁聊父亲故
事袁 参与活动袁 中奖者将获得
100 元消费代金券遥 也有酒店推
出父亲节净享特价中餐 10 人桌
原价 2888 元袁 父亲节当晚 2188
元等遥
此外袁父亲节是星期天袁选择
和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袁
也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遥 据悉袁一
些景点也在父亲节期间推出特色
活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