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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物看你对爱情的态度
!

小
!

假设你无聊时去街上散心!回家

时又觉得空着手怪怪的!于是!你决

定买一样东西带回家" 偶然间的决

定!当然随意性较大!你希望买什么

呢#

!$

去书店买本书看看!正好可以

打发无聊的时间"

"$

一件漂亮的衣服最实用"

%$

水果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免得

家里没有又出去跑一趟"

#$

带一些西式面包!又好看又好

吃!说不定省了做一顿饭"

解析!

选
%

你对爱情的要求是较高

的!对方若非魅力十足!又有能力提

供你所渴望的浪漫生活的话!你们多

半良缘无涉" 你受的教育层次较高!

因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别于常人!

不仅要富有情调! 而且要高雅精致!

恐怕能办到的人不多" 记住了!太挑

剔会使你失去很多机会! 年华易逝!

还是现实一点好些"

选
$

表明身在情海中的你!常

常游移不定! 搞不清好男人在哪里"

可惜你这种热情太不持久! 三天不

到!你又觉当初选择有误!于是立马

收兵回营!另觅良枝" 在爱情上三心

二意的你!虽在乎自己的感觉!却往

往搞不清自己的感觉!因此时常心无

定所" 还是安静一点好!先弄清自己!

再全力出击!才会得到你梦想中的情

人"

选
'

痴情的你! 对爱全身心地

投入! 也要求对方坚定不移地爱你"

你把一切看得太美好! 一旦受伤!久

久难以恢复" #糊里又糊涂$是在情路

上你的最好写照!你认为只要全心全

意地投入! 对方也一定会如此回报

你!因此在不知不觉中!你对恋人的

要求较为苛刻% 我们给你的建议!请

试着退一步看问题" 对爱情执著是好

的!但万一你们已缘分不再!别一门

心思试图唤回对方的爱" 过去的!就

让它过去吧
&

选
(

生活中的你非常现实!从

不会委屈了自己!让自己舒舒服服是

你的目标" 爱情中的你也不会为了爱

一个人委曲求全! 虽然偶尔冲动!但

最终理智会占到上风!因此!在情路

上你一般不至于吃亏" 你的毛病是!

有时太计较施与受的平衡!有时会让

人觉得你不够真诚"

你!嫁对了么
网上有一条关于男婚女嫁的微

博!引得众人关注"大意是!你要嫁人!

听听老祖宗的忠告&

"$

门要当! 户要

对'

'$

愿为你花钱的嫁'

($

家庭型的嫁'

)$

性格互补的嫁'

*$

老实的嫁'

+$

自私

的不嫁'

,$

花心的不嫁'

-$

不怕嫁老怕

嫁小'

.$

面相八字算算最好'

"/$

离两次

婚的男人是根草()末了! 问你嫁对

了么*

正如标题所写! 这些是过去人们

谈恋爱结婚遵循的部分条件! 但有些

也值得我们现时恋爱中未婚人士参

考+

0

到
)

条很实惠!具有普遍共识"

比如有人讲门当户对是否会不浪漫!

是否会没感觉!是否已过时!当婚后两

家人真的在一起过的时候就会体现出

来它的客观准确性"

*

到
,

条则是婚

姻体现人的道德品质! 适婚朋友们可

要擦亮了眼睛!这几条可不含糊!虽然

现今热衷 ,财富协会$-,外貌协会$的

大有人在!但婚姻对象,人品第一$是

古今中外的真理"最后几条!就因人而

异了!,姐弟恋$ 纯属个人私事无可厚

非!面相之类也是个,眼缘$!所谓情人

眼里出西施! 至于曾婚或者多次婚的

人士! 只要有合法的身份就有权利追

求婚姻的幸福"

娶对了么* 嫁对了么* 衡量的标

准! 既有共识也要有适合自己情况的

弹性调整"

"里查华#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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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恋爱讲义

.情感话题/

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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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红尘男女都可以讲诉

自己的恋爱故事! 畅谈婚姻生活

感悟!发表爱情观点看法"

要求
(//

至
*//

字以内 !注

明详细地址"

要娶就娶红太狼
!

飞鸟

!!!!!!

有个小段子! 说一个男人整天

喊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一天!他

要结婚了!朋友问他!你不是说婚姻

是爱情的坟墓吗!还结婚* 他答!是

啊!婚姻的确是爱情的坟墓!不过!

不结婚! 那爱情岂不是死无葬身之

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古人

说的%单身人士的健康状况!比婚姻

中人要差多了!这是专家说的%男人

和女人为什么要共存一个世界!就

是要互相诱惑结为一体的! 这是我

说的%

既然男人一定要娶个女人!活

着同在一个屋檐下! 死后同埋一个

坟墓里!就要慎重%什么样的女人才

是好老婆!那就不好下定义了%按世

界万物万事都在不停变化的观点来

说!人是会变的!爱情是会变的!老

婆也是会变的%这就使人很沮丧!很

悲观% 不过!什么事也不绝对!至死

不渝的爱情还是存在的%其实!爱情

就像一朵花!是花总有凋谢的时候!

花谢了自然会孕育出果实! 爱情的

果实就是亲情%不管爱情吧亲情吧!

第一要素是不离不弃%

.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的红太狼

就是个好老婆%是的!红太狼整天用

平底锅追着灰太狼! 喊着&,我要吃

羊0快去抓小羊0$这有什么呢!作为

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把自己

的一切都给了这个男人! 当然盼望

这个男人好学上进!积极进取%总不

能家里揭不开锅了!还大谈着爱情!

把甜言蜜语盛在盘子里当饭吃% 不

去挣钱养家糊口!眼睁睁饿死啊0男

人有责任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让老

婆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一个成功

的男人! 背后总站着一个拿鞭子的

女人% 再说平底锅! 打着了只是皮

外伤! 一点也伤不了筋动不了骨%

像赌气- 冷战- 分居之类影响感情

的事!红太狼很少做!这表明她不幼

稚% 每一次当灰太狼遭遇失败挫折

的时候! 红太狼都在狼堡里陪着他

安慰他 ! 这该是多大的体贴和爱

啊%

红太狼算是个美人吧! 她爱涂

脂抹粉打扮自己! 试问哪个女人不

爱美* 这是女人的天性啊% 时装-化

妆品-首饰等奢侈品!对每个男人来

说都是难言的痛!挣钱难花钱易啊!

再加上要陪着她逛街!苦啊%红太狼

嫁给灰太狼那么多年! 没见她买过

什么!她知道老公不易啊!她一直就

穿着那件从娘家带过来的红色风

衣! 也从没见她责怪过灰太狼不抽

时间陪她逛街买东西什么的%

红太狼对感情很忠贞% 她的美

貌!肯定让许多色狼垂涎% 再说!灰

太狼从外表到能力都没有强项!属

于那种窝窝囊囊的平凡男人% 虽然

偶尔红太狼也抱怨#嫁给你!我可瞎

了眼了$!但是!她用情专一!从不在

男女关系上搞暧昧! 对灰太狼死心

塌地%要不!灰太狼那顶鸭舌帽很可

能会变成羊村草地的颜色%

红太狼对灰太狼的事业也是鼎

力相助%她多次不畏艰险不怕牺牲!

和丈夫一起去抓羊! 她多次鼓励丈

夫对事业要锲而不舍地追求! 不抛

弃!不放弃!使灰太狼安心工作!没

有半点后顾之忧%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红太狼嫁

给灰太狼这么多年! 连他们的儿子

小灰灰都会跑了! 灰太狼抓到过一

只羊吗* 没有!一只也没有% 不但他

从没让老婆吃到过羊! 还一次次被

羊戏弄%有几次!他不但被羊打得遍

体鳞伤! 连狼堡也被毁坏了! 要知

道!房价多贵啊%红太狼却默默无语

满怀希望!安慰丈夫!鼓励丈夫!不

离不弃地爱着丈夫!经营着这个家!

经营着和灰太狼的爱情%问世间!有

几个女人能做到这些*

人生本来起起伏伏!悲悲喜喜!

凶险吉祥!波动莫测%两颗心在凡尘

俗世! 偶然相遇! 撞出了绚烂的火

花!这份缘!该是千万年修来的% 两

个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相濡以沫患难

与共!不离不弃直到永远!红太狼深

深地知道这些!而且她也做到了%

要娶就娶红太狼! 这样的女人

是梦想%

友情和爱情可以兼得吗
叶子!

你好%

谢谢你的信任!能把你的苦恼

告诉我%

你说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说

你恋爱的苦!其实不如说是你友情

的伤%

我了解你心里的忐忑!一方面

放不下心仪的男友!另一方面放不

下情同姐妹的闺蜜!你多么想二者

兼得%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愿望

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首先!从你的闺蜜反应强烈的

程度来看!你们已经没有和好的可

能了!你的行为已经深深地刺伤了

她的心!要不然她不会采取如此过

激的行为!竟然到你男友面前说你

的坏话%

一个人!如果没有气愤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怎么会做出如此疯狂

的举动*

她明知你和男友是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走在了一起!也明知你并

不是横刀夺爱! 却始终无法释怀!

试图用诋毁你来达到让你和男友

分手的目的!她难道就没有考虑你

们之间的友情么*

她考虑到了!但是强烈的自尊

和自负!让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友和

曾经的男友在一起% 你说对了!她

的心眼确实很小!小到容不下别人

些许的背叛%

她认为你背叛了她!背叛了你

们的友情!你不该对她以前的男人

动情!更不应该和他在一起!你这

是对友情的不忠! 对她的不义!所

以她不会原谅你%

其次!看得出来!你一直在试

图挽回你们的友情!从你对女友的

顾虑和对她的了解!你选择了善意

的隐瞒!迟迟没有向她说明你和他

的关系%

也许恰恰就是你的隐忍!你的

顾全大局! 让她觉得你是心里有

愧!不敢面对她!你这样做无非是

和她叫板% 不知道他们以前是什么

原因分手的!看得出来你的女友还

在乎他!要不然她不会跑到你男友

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个人如果不在乎一个人的

话!他的哭与她无关!他的笑与她

无关!他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如果她不在乎你的男友!她不

会说那些话!你们如何!与她何干*

他们已是路人!纵然以前有千

种柔情!万般蜜意!但终赴流水% 她

虽然会有些许不悦!但不会表现得

如此过激!如此恼怒!竟然要求你

要想和她保持友情!就要和男友分

手%

难道你和男友分手了!你和女

友就能重归于好了吗*

不一定0

因为你们俩的心里已经留下

了隐隐的一道疤!你们的友情也已

经如洗过的棉布! 不复从前的颜

色%

你说你很爱现在的男友!他也

表示不会听信任何人的话!你们的

爱和别人无关!他只爱你% 那还有

什么可说的! 那就爱着你的爱!过

着你的日子呗0

当然!这样的日子对于现在的

你!总感觉凄凉%

你心里的矛盾是!你既想拥有

完美的爱情! 又想拥有温暖的友

情% 但现在摆在你眼前的路是!你

若要拥有爱情! 必须失去友情'你

若想拥有友情!必须失去爱情%

这是你最纠结- 最痛苦的事!

你想二者兼得%

告诉你!很难%

你和你的男友并没有做错什

么!你不必觉得亏欠了谁% 相反是

你的那位女友!她的心胸和气量实

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以她对你的了

解!以她和你的相处!她应该知道

你的心!你的事% 但她完全忽略了

这一切!她的眼里!只看到一点&你

和他在一起%

这让她无法容忍%

其实你也不必在意%

有的时候!朋友关系和恋爱关

系也有相似的地方!仅仅因为它存

在着!甚至在你的生活里存在了很

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维持总会好

过失去!这种习惯的拥有会让你千

方百计地想继续挽留% 但你有没有

发现! 这个人或许已经不适合你

了!不适合做你的朋友或者你的恋

人% 那么!你也许可以试着放手!我

想那样对你-对她!都有好处%

友情和爱情! 虽然都很重要!

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就看各人

的选择了%

像你这种情况!摆明了是你的

闺蜜不对!她没有容人之量!如果

她认识不到这一点!不仅以后很难

把你再当作朋友!你自己也要考虑

要不要再继续和她做朋友%

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可兼得

的%

舍得% 有舍才有得%

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已

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柳 韵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不知道该怎么来和您说这件事

情!说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我现在的

男友是我好朋友的前男友% 您不要误

会!我不是那种让人唾骂的小三%他们

是谈过一段恋爱! 不过相处时间并不

长!由于性格不和分手了%

我和他再次相遇是时隔两年之

后!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不知为什

么!那天我们谈得很投缘!互相还留了

电话%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们就产

生了感觉! 都觉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人!慢慢就处上了%

我们俩好的事! 我没有敢和女友

说!怕她误会!她本来心眼就小!我怕

她接受不了%但是!人都说世上没有不

透风的墙! 她最终还是从别人那里知

道了我们俩的事!她很愤怒!找到我男

友!在他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说我不

适合他!让他离开我%

我很伤心!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

成这样!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呢*我又

不曾做过什么对不住她的事! 我和男

友是在他们分手两年以后才开始的

呀!我并没有破坏他们!她为什么要来

破坏我们呢* 她为什么要在我男友面

前说我那么多坏话呢*

这段时间!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

点!尽管男友一再说!他不会理会她的

话! 他爱的是我! 我们的爱和别人无

关%但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在我

的心里!我是多么不希望失去朋友啊!

但是女友明确地告诉我! 如果要做朋

友!除非我和男友分手%

我该怎么办啊* 我很爱我的男朋

友!但也不想失去好朋友!毕竟我们俩

从小玩到大! 是一对知心姐妹! 失去

她!我同样会伤心%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我陷入

两难的境地% 柳老师!请您帮帮我!告

诉我!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既

拥有爱情又拥有友情%

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