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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了!爱依然还在
!

柳 韵

!!!!!!

她和他之间的冷战! 在全家搬

进大房子之后开始升级"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

生活越来越富足!烦恼却日渐增加"

以前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足六十平

的房子里!生活却是其乐融融"老公

在外打拼!她在家甘当家庭#煮$妇!

收拾家务!照看孩子!日子虽清苦!

但幸福%

老公的生意越做越大! 车子越

开越高级! 房子也从最初的蜗居变

成了如今的大房子! 她们之间分歧

也好似越来越大了" 她发现他们的

交流越来越少! 老公回家的次数也

越来越少"

回到家以后! 他们交流的方式

逐渐从最初的轻言软语! 到最后的

呼来喝去"最终俩人都无话可说!冷

脸相对"

一天! 儿子嚷着要去一家饭店

吃饭!还说那儿的饭菜好吃极了"儿

子轻车熟路地带她找到了那家餐

厅!并且熟练地点了几个招牌菜"

她很惊讶! 她从来没有带他来

吃过啊" 她问儿子是不是爸爸带他

来这儿吃过"儿子开始矢口否认!最

后在她的一再追问下! 才支支吾吾

地说& 是爸爸和一个阿姨带我来吃

的%爸爸让我叫那个阿姨#干妈$!还

说妈妈要是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吃饭

会不高兴的!所以不让我告诉你%

她的心霎时降到冰点! 女人的

直觉告诉她老公外面有人了% 真没

想到! 她们的冷战竟然会是这样一

个结果! 老公的感情已经游离了出

去!离她越来越远了%

奇怪的是!她没有流泪!也许人

在最难过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 她

就是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一颗心像

被谁粗暴地揉搓着!皱成了一团!那

种被挤压在一起的疼让她有些晕

眩%

回到家!儿子睡了!她就坐在黑

暗的客厅里等他%

直到这时她才明白! 原来老公

不回家并不都是因为工作太忙!而

是不忙的时候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既然他都已经带儿子见了那个女

人! 这表明了那个女人在他心中的

重要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

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开口提离婚!给

自己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

一直到后半夜!他才回来%他进

门后被坐在沙发上的她吓了一跳%

她面无表情地向他摊牌! 说明

了她的意思% 她说的时候语气非常

轻松!就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但

心里却疼得厉害%

他有些手足无措! 大概没想到

事情会这么快让她知道% 他也没有

再隐瞒! 大概觉得隐瞒已经没有必

要%他和盘托出了他们的事情!说他

也是在逢场作戏!他是一个男人!需

要女人的温存! 而从她那儿得不到

温暖!他只能去别处寻找了%

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说他知道

那个女人只是为了他的钱! 在他的

心里!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她% 他

和儿子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他

还爱着她! 就是受不了她对他的冷

淡%他让她原谅他!他可以答应她一

切条件!但就是不能离婚%

看着泪流满面的他!她很奇怪!

自己为什么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她

不知道此时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态!

是感动!是窃喜!是哀伤!还是心痛%

思前想后!她接受了他的建议!

暂时不离婚%但她的条件是!他们必

须先分开一段时间! 她要有自己的

事情做!互相不能干涉彼此的生活!

这段时间里她要重新审视她和他之

间的关系% 如果在此期间她和他都

遇到了合适的!就去办离婚手续%

她面无表情! 脸上挂着一层寒

霜% 他看看她!试图再劝劝她!但看

到了她目光里的坚决% 他深深地叹

了口气!同意了她的条件%

接下来的日子!是一阵忙乱!她

拿着老公给的钱!开了一间美容店%

没想到她还真把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 加上她又是一个很懂得与人相

处的人! 和她的所有客户都处得很

好!老客户介绍新朋友!如此循环往

复!竟然又开了两家分店%

随着银行卡上的数字不停地猛

增!她的眼界也在不断地拓展%她到

各地知名的美容学校进修! 积攒实

力!准备再多开几家分店%

在一次学习期间! 她认识了一

个小他五岁的男人% 他长得白白净

净!斯斯文文!眼睛里总是含着无限

的深情%她淹没在他的柔情里!沉迷

在他的殷勤里! 晕头转向! 忘了自

己%

这个男人几乎让她感受到了在

婚姻里没有得到! 而又想得到的一

切浪漫%她跟他在一起!觉得自己也

变年轻了! 就像又回到了做姑娘的

时代! 被一个优秀的男子忘我地追

求!那种满足!那种骄傲!那种自信!

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

她有些迷糊了起来! 一度竟想

着这样被人宠' 被人爱的日子才是

自己最需要的!她想和他结婚"

梦想和现实总是会有一段距离

的"

当他开口向她要钱! 开一间自

己的形象设计工作室的时候! 她有

些困惑了"

他说&我需要有人欣赏我!给我

投资" 你给我投资!我给你爱情!这

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听到这些! 她觉得自己胃猛地

一阵抽! 就好像谁在那里捅了一棍

子!恶心得想吐%她开始厌恶所谓的

爱情%

她开始怀念自己的老公! 那个

虽然背叛过自己! 却依然爱着她的

男人% 她们之间虽然没有了恋爱时

的激情'浪漫和新鲜!但是彼此之间

的那份踏实和亲情永远都在% 和他

在一起!她不用担心被算计!不用担

心他的动机!她会很放松!很有安全

感%

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情感! 以前

的她是多么富有!多么幸福啊!长久

的婚姻生活已经让她们骨肉相连!

为什么她没有感觉到呢(

老公打电话给她! 语气里饱含

的温暖让她感动% 在这期间老公也

曾不止一次地给她打电话! 嘘寒问

暖! 但那时的她沉迷在另一段感情

里!总觉得这种问候太假!可今天一

听到老公的声音! 她才明白什么是

踏实!什么是温暖%

老公说#十一$长假到了!儿子

想让她回去陪陪他% 她想都没想就

欣然同意了%

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 老公和

儿子还没回来%

家里陈设一切如旧! 就像她从

来没有离开过% 看得出来老公刻意

把一切保持得和她在一样! 那是为

了让回归的她迅速找到回家的感

觉%不知为什么!她的泪竟然不知不

觉流了下来! 她知道久违的幸福又

回来了%

知道老公喜欢喝八宝粥! 她就

手脚麻利地煮上了%进门后的老公!

夸张地闻着空气中弥散的粥的清

香! 目光里的欣喜让她的心里温暖

如春%

这一顿饭一家人吃得轻松愉

快% 儿子的撒欢!老公的口哨!让她

找到了幸福的所在%

她很庆幸自己当初听了老公的

建议!没有冲动地离婚%当两个人分

开的时候!当她在外打拼的时候!她

才知道了老公的不易! 才明白了家

庭的温暖对于一个男人的意义%

这次分开让她知道了! 原来幸

福的日子不是等!也不是靠!是需要

自己用心经营的%当你爱你的家人!

就要给予他或她足够的空间和自

由!足够的温暖与呵护!让爱能够更

丰盈!更饱满!更滋润%

你吸引异性的原因
假如刚分手的恋人说自己有了

新欢"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把对方臭骂一顿

40

问新欢是谁

50

心痛难过

60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

解析
!!

选
"

你是异性眼中的性感尤

物!而且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爱对方!

让异性非常心动%

选
#

你懂得欣赏对方优点 !

并适度地赞美对方!让对方很感动%

选
$

你很会赚钱! 是让异性

心动的有钱人%

选
%

你非常善良! 谈恋爱时

常会忘了自己的存在! 这样全心全

意的对待会让对方很感动%

!小
&

"

女人天生是侦探
!!!!!!

孩子小的时候!有一天!老公单

位组织员工年终聚餐% 饭后!还要去

唱歌! 他都提前向我请示并获得批

准了% 结果当晚孩子突然发高烧!我

连忙打电话找他% 可气的是!这厮只

顾着
7%87

了!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

人家愣是听不见%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我上网一

搜他们律师事务所!找到律师名单!

然后顺藤摸瓜找他们的联系方式%

打了好几个人的电话!要么关机!要

么也不接!后来终于打通了一个% 我

说!你是某某某吧( 你们是不是在唱

歌呢( 谁谁谁在不在啊( 孩子病了!

他听不见我电话! 麻烦您让他接一

下好吗( 那个小伙子诺诺连声!最后

终于忍不住好奇问我! 你怎么知道

我电话的(

我一笑!心里想!这个小伙子!

肯定还没有结婚呢! 还不知道女人

是天生的侦探%

在美国被誉为#爱情博士$的黄

维仁! 在一次报告中这样调侃女性

的侦探能力%

他说!结婚以前!男人像无头苍

蝇一样黏女人黏得受不了* 结婚以

后!变成女人追男人% 这些女人!平

常在家里! 她会跑到运动馆去追丈

夫!会跑到家居建材店去找丈夫!会

跑到不同的运动场去找孩子! 侦探

能力时常得到实战训练) 而且这些

女人聪明得很! 知道丈夫的私房钱

在什么地方!查得清清楚楚!就是账

户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所以!如果叫

她们去查查基地组织的账户! 相信

也是轻而易举%

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 女人对

丈夫的了解可以敏锐到笑容中一丝

肌肉微弱颤动的差异! 我一个女友

就是这样! 看到丈夫的某种微笑就

知道他在说谎% 电视剧+手机,中的

于文娟! 凭借严守一耳朵后面的一

个痣!也能将老公的假话看穿!因为

丈夫说谎时它会动%

我一个朋友!在老公出轨前!是

个乐天派% 她认为太阳也许有一天

可以从西边出来! 水或许在某种情

况下可以倒流! 但老公对她的忠诚

绝对没有问题% 等老公的私情暴露

以后!她又来了个
.9:

度的大转弯!

成了李宁牌---.一切皆有可能 $%

这时候!她不仅是天生的侦探!而且

凭着对老公的熟稔! 加上人过四十

以后成就的精明!成了超级侦探% 手

机短信一响!老公看一眼后的表情!

她就清楚地知道又是那个女人发来

的% 虽然老公的心已经回归!对那个

女人不过是在敷衍' 在设法妥善安

置!但女友侦探能力实在太强!男人

想悄然熄灭这场火不再给她刺激都

不能% 女友的敏锐总是使自己心情

极度糟糕! 甚至还会与老公发生不

该有的冲突! 虽然她清楚这种时候

该往回拉他!而不是往外撵他'挤对

他%

读博士的时候! 一位师兄给我

们讲解
;<=<>;17

/研究 0的含义 % 他

说!

;<=<>;17

就是
;<?=<>;17

! 不断寻

找!先要学会不停地寻找!找文献'

找思路'找方法!然后自然就会搞研

究了% 看来搞研究还真离不开侦探

能力%

但是爱情毕竟不是搞研究 !侦

探到的越多! 似乎越不利于夫妻关

系% 谁让女人有天生的受虐倾向!从

来不去侦查那些爱的证据! 总是对

不爱的证据格外敏锐( 如此看来!要

想爱情长久! 女人还是不要让自己

成为超级侦探的好%

!池月荷风"

做个!精"!美"女人
曾经收到一则信息!#一个男人爱

你!你是妻子*几个男人爱你!你是女

人*十几个男人爱你!你是妖精*一百

个男人爱你! 你是偶像* 一千个男人

爱你! 你是英雄* 一万个男人爱你!

你是领袖* 天下男人都爱你! 你是人

民币11愿我的朋友在家是妻子!出

门是女人!单位是妖精!干活是偶像!

走在街上是英雄!人群堆里是领袖!只

要你说话 ! 人人都爱你就像爱人民

币% $开始觉得这个信息挺有趣!后来

想想!自己真的应该做个.精$.美$女

人%

在单位!要工作出色!要力求做到

.术业有专攻$!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

可以独当一面!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家里!要做个美丽女人!要.既能上

得了厅堂!又能下得了厨房$!不断完

善自己!让美丽变成一种资本!做个自

信'有涵养的气质女人!这不仅是一种

骄傲!更是一种幸福%

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优质女人!

美丽光鲜的外表! 丰富的知识内涵和

近乎完美的处世能力! 就是她丈夫爱

她的最好理由%她常常跟我说!要认真

做好自己!.世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

女人$!即使不美丽!也要端庄秀丽!要

整洁干练! 力求在生活和工作上都能

尽善尽美!精益求精%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要做精致而美丽!就要坚

持到底%

!孙娜"

+情感话题,

投稿邮箱
@ABC71D>-.*/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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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