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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
因为音乐走到一起，也是因为音
乐，走不到底。”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不解的追问，四湘郑重
地总结。

“2010 年底，我们双子组合
参加完《民歌中国》后，包括北
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内的多
个电视节目纷纷邀约。”四湘回忆，

“但每谈一家，我们都要求低调
介绍，不能再谈我们的故事，比
如‘双胞胎夫妻’、‘双胞胎嫁双
胞胎’等字眼必须回避。”为什么？
面对导演的质疑，作为“双子组合”
新闻发言人的四湘只愿用沉默对
答，后来干脆用忙来推脱……

当时，有人认为他们在故意
摆谱，有人揣测是不是在酝酿什
么炒作事件。然而，事实是，这
两对双胞胎夫妇，在 2010 年的
某一天，一同结束了10 年婚姻。

“舞台就是我们姐妹的生命，
一旦做了母亲，绝对不可能把全
部的自己放到音乐上。生养孩子
毫无疑问将是个浩大的工程。”
四湘如是解释，“这是我和姐姐
的共识。”

在这个问题上，姐妹俩和兄
弟俩探讨、争执、争取了一年，
最终因为无法达成共识而选择分
手。就在办理离婚手续那天，为
了低调处理，四人特地分头去，

三湘、阿健上午，四湘、阿康下午。
结果还是遇到了麻烦，四湘、阿
康被当作来“捣乱”的，“上午打
完下午又来打”。任凭他俩怎么解
释，工作人员就是不信，直到调
出档案记录，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虽然断了姻缘，但四人的音
乐梦并未结束，他们依旧作为一
个组合，低调地出入舞台上下。

说起和以往生活的不同，三
湘、四湘姐妹俩说，自己的依赖
心少了，创作欲多了。“以前主要
是阿健负责歌曲创作，我们从没
往那个方向努力。”

去年，姐妹俩尝试着为一首
名为《圆梦》的歌谱曲，“反响不
错”。这大大激发了两人的斗志，
最近，她们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谱写了一首名为《感恩父母》的
歌曲。“我主要负责谱曲，三湘作
词。我们已经修改多遍了，完善后，
将进入录制阶段。”四湘兴奋地
告诉记者，分开并没有让双子组
合分裂。如今，姐妹俩正努力提
高演唱、演奏、作词、作曲，甚
至编曲的水平；阿健、阿康也都
找到了适合的伴侣，大家相处得
很好，沟通更加轻松了。

电话那头，四湘一段清唱的
歌声飘了过来：“爸妈叮嘱我的话，
勇敢坚强地闯天下，不要忘了咱
的家，抽空回家看看吧……”

 婚姻已碎，组合弥坚——

两对双胞胎的十年情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供图：受访者

她们是双胞胎姐妹。姐姐林三湘，妹妹林四湘，湖南怀化会
同县人，侗族。

他们是双胞胎兄弟。哥哥李端倪（小名阿健），弟弟李康倪（小
名阿康），湖北京山县人，汉族。

四人在 16 年前一场火光电石的相遇中结缘，从此，音乐成为
环绕这两对双胞胎的魔咒。

彼时，因为音乐，两位双胞胎兄弟新郎和一对孪生姐妹新娘
结下奇妙姻缘，还组成了一个乐队组合。同样，因为音乐，他们
的感情触礁，最终放下婚姻，决定单单将音乐之路走下去。

当双胞胎遇见双胞胎 互挖墙脚不成，
反陷爱情漩涡

1998 年，擅长作曲演唱的阿
健、阿康兄弟俩，已是北京某歌
舞团的台柱子。这对双胞胎兄弟随
团到杭州演出，而林三湘、林四湘
所在的团也在杭州演出，反响很好。
阿健、阿康所在的歌舞团团长就
授意兄弟俩去把那对双胞胎姐妹
挖过来。

那天下午一见面，姐妹俩就带
着兄弟俩去见自己的团长。“你们
四人一起演个节目看看吧！”团长

建议。没想到，那天的演出效果出
奇的好。兄弟俩觉得正是时候动员
姐妹俩了，没想到她俩却“先下手
为强”：“我们团长说，叫我们把你
们留下来。”这下好了，四个人僵在
那儿，谁都做不通对方的工作。

怎么办呢？还没等哥俩商量出
个办法来，这边三湘和四湘说：“其
实我们有很大的理想，我们从小喜
欢唱歌，总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唱出
去。”两兄弟一听，一下激动起来：

“你们有这种想法？我们也有啊！”
仅是通过这两句话，四人互相道
出了各自的追求和理想，短短一个
小时内，一拍即合，当场做出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双胞胎姐妹不在
这个团呆了，双胞胎兄弟也不在那
个团干了，两方离开各自的歌舞团，
四人一起组建一个组合比翼双飞！

从此，他们四人组成了“双子
组合”，并在全国各地演出，同时，
爱情的种子也开出了花儿。

全国妇联主席证婚 哥哥娶了姐姐，
弟弟娶了妹妹

随着“双子组合”事业的发展，
双胞胎兄弟和双胞胎姐妹的感情
愈来愈深。

一天，他们翻阅报纸，看到
了全国妇联将在 2000 年元旦举办
有 2000 对新人参加的“世纪缘大
型集体婚礼”的启事，这两对相恋
两年而无暇举行婚礼的有情人激动
了。

全国妇联的电话很快就接通
了，他们的奇特婚恋和真心恳求打
动了婚典负责人。2000 年1月1日，
包括四人在内的 2000 对来自全国
各地的夫妇一起，在 200 名警察
的护送下，从围观的人山人海中穿
过。该活动创造了基尼斯世界纪录，
而“双子组合”自然成了国内倍受
关注的焦点人物。时任全国妇联名
誉主席陈慕华和时任全国妇联主
席彭珮云为阿康和三湘，阿健和四
湘主婚，并颁发了世纪婚礼证书。

婚后，双胞胎兄弟成了“连襟”，
双胞胎姐妹成了“妯娌”，10 年来，

四人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家，同
管一本账。尽管幸福无比，但在日
常生活中也难免闹出一些笑话。

有一天，四人乘坐有服务生操
作的电梯，为了不引起大众的围观，
决定分两次走，三湘和阿健先进
电梯上了20 楼。电梯再次下来后，
电梯里的服务生看见站在一楼电梯
外的四湘和阿康，吓得跑了出来大
叫：“妈呀！见鬼了！”

外人分辨不出她俩和他俩，
还算正常，他们自己总该认得清
吧？

曾经有一天，四人走在路上，
四湘有点累，边喊走在前面的阿
康等等，边跑上前去挽着他的手，
一直走了几百米后，抬头一看一
声惊呼：“完了！完了！”四湘手
一松红着脸跑了。原来她刚才挽
着的是哥哥阿健。

此后，无论是走路还是做事，
四人都尽量谨慎小心。为了演出的
需要，他俩和她俩有时需要留一样

传奇婚姻忽然触礁 事业蒸蒸日上时，
忽从荧屏消失

婚后10 年，“双子组合”创作
了逾 200 首原创歌曲，将侗族的
民族情结和现代的天籁之音巧妙糅
合。鲜明的民族特色让他们成为多
家电视台的文艺演出“常客”。

至于相处过程，矛盾肯定会有
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哪有勺子不
碰锅沿的呢？阿康、阿健从小就谁
也不服谁，长大在一起合作演出后，
也常争吵。比如写一首歌，为了一
个词的使用，争论不休。

“后来，为了减少矛盾，我们
四人做了分工，阿健主要做音乐创
作，阿康负责演出和资料收集等；
三湘细心稳重，负责四人的衣食住

行，我主要负责外事联络。这样，
矛盾就少了。”4月3日，四湘在电
话里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05 年 11月，他们在北京中
山音乐堂举办了首场“双子专场交
响音乐会”，向全国观众展现了他
们的高雅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基尼
斯记录“中国第一个举办交响音乐
会的组合”。

音乐会结束后，好事接踵而来。
2006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
让“双子组合”再次高歌而大放异
彩，而后包括 CCTV《我要上春晚》、
CCTV-2《开心辞典》、凤凰卫视《鲁
豫有约》、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

等节目先后邀请“双子组合”参加。
就在节目邀约如纸片般飞来，

事业蒸蒸日上时，“双子组合”参
加完 2010 年底的《民歌中国》后，
就仿佛从荧屏上蒸发了一般，消失
得无影无踪，留给观众一个未解
的疑团。

“我们现在是同事关系了。”4
月3日，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的采访，四湘用一小段沉默，稀释
电话这头的惊叹。

是什么让这段世人称颂的传
奇婚姻成为历史？

的发型，化一样的妆，穿一样的衣
服，这时，甚至连三湘、四湘的母
亲都分辨不出哪个是大女儿，哪
个是小女儿。

“唱歌可以跟着感觉走，这些
生活方面的事就要凭眼光了。”那
时的他们笑称。

无法告别的音乐魔咒 分开的双子，
分不开的组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朱新艳 李文佳 董敏）“每年审理
涉妇女儿童权益维护案件 150 余
起，差不多每 1.5 个工作日就要
开庭一起。”3 月 27 日，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刘焦平
说到了该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合议庭”的工作量和效率。

15 年前，该院在全省率先
成立了以女审判员为主的“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集中审
理涉妇女儿童权益的各类纠纷案
件。在长期的审判实践、改革创
新中，该院“着力维权，突出保
护”，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
坚持以调解为主，推行人身保护
令，加大司法救助力度。2013 年，
该院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

“‘人身保护裁定’是对妇

女权益的最有效、最直接保护。”
刘焦平表示，有的裁定甚至规定
男方不得进入女方周围 10 米以
内的范围，对妇女人身、财产安
全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

2009 年，株洲市中级人民法
院指导天元区法院率先在全省家
庭婚姻纠纷案件中开创“圆桌审
判”方式，法官不穿法官袍、不
用法槌，拉近当事双方距离，为
调解可调解类家庭矛盾铺路。近
年来，该院涉妇女儿童权益案件
调解率逐步提高到了 50% 左右，
没有出现一起结案后拒不执行案
例。同时，对经济困难、无生活
能力的妇女，该院积极争取通过
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等途径提供
专项资金帮扶。2009 年起，该院
平均每年为经济困难的妇女当事
人减免诉讼费用近 100 万元。

株洲市中院：
为妇女儿童构筑安全“铠甲”

■资讯

双胞胎姐妹笑对未来。

双子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