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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要事业家庭两相顾
燕子!

你好#

其实你的困惑也是大多数

女人的困惑# 有很多的家庭$还

是遵从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认为男

人就应该在外为生活打拼$女人

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岂不知世界在变$社会分工

在变 $工作格局也在变 $女人在

工作中发挥的能量一点都不比

男人差$有的工作女人做起来甚

至会超越男人#

你说你担心$没有一个男人

会始终如一爱一个只会煮饭洗

衣的女人 $我告诉你 $你的担心

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生活像面镜子$它将折射出

一个人自我的形象$如果把自己

定位于家庭保姆$那么就免不了

要一生辛劳$也许还会落个吃力

不讨好 # 我们现在都讲风险意

识$婚姻亦是如此# 如果你认为

一旦进入了婚姻$ 就上了保险$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有这样一个女人 $ 如你一

样$年轻的时候因了男人的一句

%别辛苦了$在家吧$我养你&$选

择了家庭$放弃了事业#

男人确实很爱她$呵护如雏

燕$珍惜如珠宝# 虽然开始的时

候她还觉得有些不适应$但慢慢

的$她就习惯了自己的这种生活

状态 $ 一心一意做起了全职太

太#

起初的日子是甜蜜温馨的$

她把新鲜青翠的蔬果变成一道

道美味的菜肴$把家里整理得窗

明几净$怡神舒适# 男人每天回

到家里$都有可口的饭菜和舒适

的环境$心里惬意极了# 他们好

像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

始厌倦这种仿佛与世隔绝般的

主妇生活# 她的操劳让男人已经

养成了习惯$回到家理所当然不

做任何家务$觉得那就是她应该

做的 # 女人在厨房忙得四脚朝

天$他依然悠闲地在客厅看书读

报#

最让女人受不了的是$每次

向他要生活费的时候$男人总是

皱起眉头$ 一声不吭地看着她$

那表情$好像她是一个乞讨者#

两人的对话越来越少$她发

觉自己越来越难以忍受#

矛盾终于在一个夜晚爆发

了#

那天她做了一个男人最爱吃

的炒菠菜$ 男人刚吃了几口$就

大叫了起来$%呸呸呸&吐了几口

之后$怒道'你怎么洗的菜$里面

有砂子$硌了我的牙了(

她赶紧过来$神情就像一个

做错事的孩子 $小声说 '我今天

洗菜的时候匆忙了些$下次我一

定会注意(

她一再道歉$男人却不依不

饶'你知不知道我最怕吃到砂子

啊) 你故意的吧) 你每天班都不

上 $全靠我养着 $在家都干什么

呢) 连菜都洗不干净$你还会干

什么)

男人气极摔门$扬长而去$只

剩下一个伤心欲绝的她$面对一

桌剩饭# 她忽然明白$她现在的

命运$ 就如这盘吃剩的菠菜$随

时都有被抛弃的命运#

那一刻$她看透了这小小的

一粒砂背后掩藏的婚姻危机#

那件事过后$她痛定思痛$放

弃了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开始

了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读书*

充电*交友*择业++一年以后$

她重新回归社会$成为了一个自

信优雅的女人#

又是一个夜晚$她同样为男

人做了那道炒菠菜# 这一次$也

确实是时间太匆忙了些$菜洗的

不够彻底$男人再一次被一粒砂

硌了牙齿#

她有些不好意思'算了$这菜

别吃了$下次我洗干净点( 不料$

男人并未生气$只轻轻地把砂子

吐了出来 $反而安慰她 '这有什

么啊 $不过是一粒砂子嘛 $你现

在这么忙$我回家能吃上顿现成

的饭已经心满意足了#

说完$男人大口大口吃了起

来 $ 风卷残云般把菜吃了个精

光#

那一刻$面对眼前的空盘子$

她终于明白$ 不过是一粒砂$在

平等与尊重的婚姻里$它就只是

一粒砂,而在两个

社会地位与经济

地位悬殊的人组

成的家庭里$却可能成为婚姻问

题的导火索#

那一刻$她也终于明白$女人

一定要居安思危$一定要有危机

意识 $一定不能放弃事业 $一定

不能放弃自己# 在照顾家庭的同

时 $也要兼顾自己的事业 $要知

道$那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

都说做男人累$ 其实女人更

累# 现如今的女人比过去的女人

又多了一项工作$除了朝九晚五

的上班 $还要照顾幼儿 $侍奉双

亲# 女人要比男人付出更多*更

大的辛苦才能平衡家庭和事业

的矛盾#

虽然你挣钱是没有你老公

多$但那也是你的事业# 本来你

为了孩子就已经耽误了很多工

作 $这已经是你的失职了 $如果

你再遵从你老公的意愿$做个家

庭主妇$你就与这个社会彻底地

脱离了# 那样$如果你的婚姻有

了任何的变故$对你的打击都是

毁灭性的#

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老公商

量$ 请一个保姆来帮你带孩子$

这样你也可以从琐碎的生活中

腾出时间来兼顾自己的事业# 有

的时候 $只要你坚持了 $我相信

你老公是会退让的#

女人应该主动去生活$ 成熟

在左 $智慧在右 $事业家庭两相

顾#

柳韵

你会回到旧恋人的身边吗
!

小
!

对于旧恋人! 你内心是否还有

一丝的怀念# 也许你知道不该想这

样的问题! 但理智还是控制不了感

情" 下列哪一种水果会让你联想到

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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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选
"

你是个曾被爱情伤害的

人$ 一向顺从的你却在这机会中展

现韧性$一旦你真的伤心欲绝$即使

新欢不如旧爱$ 你也不会回到旧爱

的身边
:

选
#

你对爱情相当依赖 $也

很依赖你的情人$ 在情感生活上的

你非常不独立$像个孩子似的$所以

如果你的心仍留恋着%旧爱&$你会

主动要求复合$ 可是成功几率只有

三分之一而已#

选
$

你真是个特殊的人 $所

有你曾经交往过的异性都对你怀念

不已$ 所以你遇到的麻烦跟普通人

不太一样$ 你时常被旧爱和新欢两

面纠缠$ 真不知该同情你还是羡慕

你才好#

选
%

你们的分手是彼此赌气

的结果$其实你们深爱着对方$你的

另一半也正懊恼$ 只是不知如何向

你道歉# 别为了一时冲动而作了错

误的决定$ 给彼此再来一次的机会

吧
:

别把幸福!吵醒"

有一对结婚才两三年的小两口$

常常为婚姻生活中一点点鸡毛蒜皮的

小事而争吵$ 弄得彼此都很苦恼# 生

活中也有这样一对老夫妻$ 他们结婚

51

年了$ 一直很甜蜜也没有吵过嘴#

这两对夫妻谁是幸福的) 答案不言而

喻(

幸福是美好的$ 是人人都竭力追

求的东西$但好高骛远$追求那些海市

蜃楼式的幸福却是人生的悲哀#其实$

幸福往往就蕴含在平淡无奇的生活

中#但遗憾的是有时幸福翩翩而来*悄

然而至$我们却毫无察觉#当我们千方

百计孜孜不倦地寻求幸福时$ 却不知

道我们正依偎在幸福的怀抱中# 就像

一个风尘仆仆跋山涉水欲看大风景的

人$心中只有一个虚幻的至终目标$却

忽略了一路的奇花*异草*小桥*流水

等美妙绝伦的景色#

那对老夫妻就是生活中的智者$

他们不仅懂得生活的真谛$ 更懂得幸

福的内涵#他们满足*珍惜并延伸着这

光彩照人的幸福# 而小两口本是幸福

的$ 只是他们放大和看重了彼此之间

的矛盾$ 而把幸福挤在了一个不起眼

的角落直至消失殆尽# 他们缺少的是

理解* 宽容以及内心深处的交流和沟

通#

其实$ 有时幸福就像一个正在酣

睡的婴儿$需要我们用阳光*微笑*真

诚去抚摸拥抱赞美她$ 她才能睡得更

香$永远停留,如果用狭隘*自私*冷酷

等简单武断的方式漠视贬低惊吓她$

就会把她%吵醒&#

"陈驿右#

回音壁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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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就像所有平常

的女人一样!每天下班后匆匆回家做饭%洗

衣%拖地!照顾老公孩子的衣食起居是我生

活的全部" 我是从老公带回家的 &周口晚

报'上看到你的文章的!从此就喜欢上了你

的文字! 每到星期五我都会找来报纸读一

读"

现在有一件很烦恼的事! 我想说给您

听听!让您帮我出个主意"

自从生了儿子以后! 我全部的心思都

用在了儿子身上" 我的工作还算清闲!所以

隔三差五我就能请假在家照顾儿子"

现在儿子一岁多了! 我觉得老请假也

不是个事! 单位领导都明里暗里说了我好

几回了!我怕再这样下去会受处分!就和老

公商量请个保姆来照顾儿子! 这样我也可

以好好工作了" 没想到老公非但不同意!反

而劝说我不要再工作了!办个长期病休" 他

说可以请保姆!但我也必须在家!他怕保姆

带不好儿子!委屈了儿子" 他说家里也不缺

钱花!我一个月挣那一千多块钱!还不够他

一顿饭钱!不让我出去工作了"

我很苦恼" 虽然我上班工资是不多!但

那好歹也是我自己挣的" 我老公是能挣钱!

家里房子车子样样不缺! 但那样我就彻彻

底底地沦为了一个家庭妇女" 虽然我现在

累点%忙点!但心里觉得还是踏实的" 我怕

我一旦脱离了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傻子)!

到时候我老公要是有点什么事! 我也帮不

了他" 最主要的!我是担心!没有哪一个男

人会始终如一地爱一个只会煮饭% 洗衣的

女人吧#

如果到那时!老公嫌弃了我!我们的婚

姻出现了问题!我又没有了工作!该怎么办

啊# 可是老公的理由也很充分!说他是怕我

累着! 怕我太辛苦! 这个家有他挣钱就够

了!他会更努力的"

我不知怎么说服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请您告诉我! 回家还是工作! 我该如何选

择#

燕子

有爱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

陈海英

!!!!!!

没有人能够永远快乐幸福地过

每一天$ 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的坚强和软弱#

让我们成熟的$ 是经历$ 是磨

难#让我们幸福的$是宽容$是爱#让

我们心安的$是理解$是信任#

其实爱是相互的$ 爱是彼此给

予的体贴*宽容与忍让#

为了让他身体好$ 我会用心合

理搭配饮食$为了让我皮肤好$他每

晚都会让我早早地睡$ 他来收拾家

务# 知道我喜欢吃水果$家里他常常

备足了各种各样的水果$ 知道他很

累$我从不让他起早$每天由我早早

起来打发孩子们吃饭上学#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常

常是彼此体贴最好的见证$ 这些看

似平淡无奇的细节$ 常常是彼此恩

爱最好的演绎#

看着我幸福的笑脸$ 别人会羡

慕我有一个好老公$ 看着他精力充

沛的样子$ 别人会知道他有一个好

老婆#

其实不用说$ 幸福已经写在了

脸上$ 其实不用炫耀$ 幸福已经甜

在心里#

婚姻是两个人的$ 爱也是相互

的$彼此关怀*疼爱对方$生活定是

甜蜜快乐的, 用彼此的爱演绎美好

的生活$生活将是温馨幸福的#

围城是一个小圈子$ 琐碎的生

活$琐碎的平凡事$相处时间久了或

许会视觉疲劳$身心疲惫$但当生活

中有了呵护与疼爱$宽容与谅解$那

所有的平淡都会变得不同寻常$所

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

付出爱给予爱$ 你就不用再羡

慕别人的幸福$学会宽容懂得体谅$

你会发觉生活竟然有那么多的快

乐(

有爱$ 每天都会有一个精力充

沛的你,有爱$每天都会有一个脸上

写满幸福的小女人# 因为有爱$生活

中充满了爱$ 因为有爱$ 生活的快

乐无处不在#

爱是相互的$ 有爱的每一天都

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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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