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
!"心中的公主吗

美味的薯片常常让人一口接一口!停

都停不了" 如果要跟男朋友一起分享!你

会选择什么口味的薯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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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

'"

浓汤口味

("

洋葱口味

)"

椒盐口味

解析!

选择
!

对公主两个字很反感的你不

喜欢命令人! 也不喜欢别人来命令自己!

你似乎很讨厌向对方低头!认为双方能处

在一种对等的关系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选择
"

你属于那种牺牲自己! 照亮

他人的人!并不适合成为公主" 其实你比

较喜欢服侍别人!总是对别人说#一切有

我就搞定了
*

所以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

成侍奉公主的下属噢
*

选择
#

你喜欢指挥别人而且态度高

傲!是天生的公主命!你一不高兴可能就

会叫别人闭嘴! 但你就是因为太像公主

了!所以才没有人讨厌你!大家都认为#遇

到你只好认命了
*

选择
$

是个平民女王的你! 最厉害

的地方就是你一遇到麻烦事!就会用满脸

笑容恳求别人说#拜托帮我一下吧
*

别人

总经不起你的要求而帮你!你还会毫不吝

啬地赞美对方! 所以别人总乐意来帮你"

与其说你是公主!不如说你做人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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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成为婚姻的殉葬品
菲菲!

作为一个母亲!你是称职的!作为一个妻

子!你不合格"

请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现在的你有多么

的狂乱!有多么的愤恨!有多么的不甘!有多么

的痛楚!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作为妻子是有

缺陷的"

怎么可能让他来告诉你他有了外遇!他要

和你离婚!你还在这儿恍若隔世!以为自己听

错了他的话$这么多年了!你在和谁生活!你的

儿子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为妻子的

你不说要洞若观火!也要了如指掌吧$ 可是你

为什么会一无所知!把自己陷入这样一个被动

挨打的局面呢$

在你的描述中!辛苦%劳累都是你一个人

的"你操持家务!你抚养孩子!从头到尾都只有

你一个人在忙活" 家! 好像是你一个人的家!

事!好像是你一个人的事!我没有看到那个人

的参与"

家难道是你一个人的么$你难道就喜欢唱

独角戏么$你太过要强!太过独立!从一开始就

注定了自己悲剧的命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你是多么的能

干!多么的坚强!多么的贤淑!多么的自立!你

独立支撑这个家!苦你来受!痛你来背!压根儿

不需要别人的参与!你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体

力都投入到了你爱的这个家和孩子身上!你觉

得你是爱那个男人的! 为了能让他安心工作!

你可以奉献一切!可到头来你又得到了什么$

付出总要有回报! 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

话"可问题是!如果你的付出是被他人认可的!

那你的付出才有价值" 如果对于你的付出!别

人只是嗤之以鼻! 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那

你的这种付出还有意义吗$

你只学会了付出! 却没有学会

索取" 你只懂得付出了爱!却忘记了

得到爱"

直至你的老公出轨了! 在外面

有了女人! 你才突然觉醒了! 明白

了!你痛苦不堪!你无所适从!你崩

溃憔悴" 你怀疑自己的付出!怀疑自

己这么多年的生活!你也想挽回!可

是为时已晚!你还是你!那个人却已

不在!他已属于别人"

看得出来! 你的老公是铁了心

要和你离婚! 或许你的自立让他以

为你离了他可以生活! 但外面的那

个女人却不可以&你很坚强!从来不

需要他的存在! 外面的那个女人却

很柔弱!需要他的照顾"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么$ 你错就

错在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嫁给他是

要让他来疼你的! 可是你把属于自

己的宠爱拱手让给了别的女人" 说

什么呢!不能说你做得不对!做得不

好!只能说你做得太好了!让男人觉

得你自己生活就行了!你不需要他"

到了这个时候你才觉得不甘!

你才清醒!你愤怒!你发誓不让他们好过!有用

么$ 他们痛苦的同时!你难道很快乐么$

发生在婚外恋中的伤痛从来都不是一个

人的事!与其这样拖着!不如放手吧" 爱已死

亡!无力回天!那就把这段爱结束吧!爱的开始

和消亡都有一定原因!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那就坦然地接受吧"

有一个女人!也是如你这样的情况!她和

前夫拖到最后各自精疲力尽! 互相谩骂指责!

把双方最后的一点怜悯和恩爱都消弥殆尽!婚

是离了!两个人也成为了永不能相见的仇人"

在这场离婚的拉锯战中!她收获的只有冷

漠和伤痛" 后来她跟朋友说#我真后悔那样做!

要是早点离就好了!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离

了!弄得自己浑身是伤不说!还伤了心!无法重

新开始正常的生活!经过这几年的折腾!我觉

得自己明显老了!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没有

了竞争力!要是从一开始就离婚!那时我还年

轻!一切都来得及!可是现在!我真后悔啊"

一切都还来得及!不要等到一切来不及了

再去后悔"

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他既然告诉你他要净

身出户!把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你和儿子!那说

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已经做好了离婚

的准备!那还等待什么!别让他看不起你!也不

要被愤怒蒙住眼睛!被痛楚迷了心智" 拖死他

的结果!同时也会拖死你!这样不值得"

要做婚姻的主导者!而不是殉葬品"

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你赔不起"

要笑对人生!即使是苦笑" 结束一段死亡

的婚姻!开始一段崭新的感情!因为你还年轻!

一切都还来得及"

柳 韵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从结婚的那一天

开始!我就选择了待在家里!因为我结婚的

时候就怀孕
1

个月了! 老公和婆婆为了让

我安心养胎!让我辞职了"

儿子出生以后! 光照顾他就花费了我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再

做其他的事情!就这样!我做了一个全职妈

妈!这一做就是
:

年!现在儿子上小学了!

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我以为自己可以休

闲一下! 并且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 没想

到!我的家庭竟然出现了危机"

我的老公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女人%

他回来和我谈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开

玩笑!可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爱上了别

的女人!而且那个女人还怀了他的孩子!他

没有办法!只有和我离婚"

当确信他不是骗我的时候! 我简直疯

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怒吼着让他滚

出去!并且告诉他!想离婚!没门儿%他要和

那个女人在一起!休想% 除非我死了%

这个混蛋!怎么能这么对我#我辛辛苦

苦这么多年!把他的孩子拉扯大!把他的家

庭照顾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一回到家就

吃现成的!衣服脏了有人洗!孩子闹了有人

管!难道我最后就换来了这个#

他后来不止一次来找我谈! 希望我能

改变主意!说他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是他

对不住我!他可以净身出户!房子和家里的

存款都留给我!儿子我若要就跟着我!不要

他就带走"

他每次来!我都是一顿骂!最后他也不

来了!说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但婚是离定

了" 我想# 我有什么好想的% 我就是不离!

拖也要拖死他! 让他和那个第三者永远都

见不得光! 让他生的那个小野种只能是个

私生子%

这段时间的我! 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

色的!人生已经没有了意义!觉得自己这么

多年的付出就像是一个玩笑! 一个男人许

了我一个并不存在的承诺! 而我却信奉了

这么多年!我就是一个傻子!我就是一个被

人利用完就一脚踢开的傻子! 我活着还有

什么意思#

柳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能怎么

办# 菲菲

是什么让你感动
!!!!!!

某女最近恋爱了!

;;

签名呈温婉小女人

状" 秀幸福的行为自然也是少不了!比如微博

上传图片!青菜鸡蛋面一碗!配字#他亲手为我

做的!好感动''

细看一下!不过是白水捞面!加了青菜和

鸡蛋!估计操作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耗费脑力

精力不过一小点" 想起追过她的某个男人!曾

经煲了几小时的汤送到她公司! 甚至还是冒

雨" 人家只一声(谢谢)完事!然后将汤提进办

公室!跟大家分着喝了"自始至终!没听她说过

或表现过有任何感动"

如今!秀感动的事件还很多" 比如一条新

男友买的丝巾!不过是普通店铺或摊子上都可

以买到的丝巾" 色彩艳丽!质地一般!随处可

见" 人家也得感动好一阵子!说至少他出去会

记着我!否则怎么会买礼物"

再回想!上述那个追她的男人!买给她的

礼物不在少数! 并且都是花了好些心思淘来

的!比如刻上她名字的纪念品!比如对她身体

有好处的保健品营养品!比如穿上舒适妥帖的

鞋子等"但是!那个人她不喜欢!所以他哪怕摘

来了天上的星星!她也不为所动"

而今这个男友! 在
;;

签名上写一句#宝

贝我爱你!她也会感动"那追她的男人!在签名

上写上她的名字说我想你我爱你!她也不曾被

打动" 这边厢不过叫声宝贝!有可能这宝贝还

是叫的别人!抑或是别的女人觉得自己是他宝

贝的话!都可以拿去感动"多可怕的一句表白!

她却感动得不知所以" 只因人家说!我的宝贝

只有你一个"

私下跟男友的聊天! 她截图与朋友分享!

言语里掩不住的感动和幸福"那男人说起情话

来妙语连珠!若细心一掂量!就会发现都是些

套话"比如你很美!你很好!我遇到你是我的福

气!谁娶到你都是谁的福气等" 再看追她那男

人说过的情话!比如你善良!你努力!你孝顺!

你是我可以信任的人云云" 一比较!就像一块

绸子跟一块布一样" 绸子光滑漂亮!布却实在

诚恳"前者说的话!对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说"

后者说的话!是真正发现了她的内在美"

但是!这么明显的对比!人家非要因前者

感动!看客有什么办法" 因为人家喜欢的就是

那个人"所以!他哪怕不说一句情话!只是温柔

对她一笑!她便会心跳加速" 人家送她一粒芝

麻!她都会万分感动"

人们就是这样的!对于不喜欢的人!为你

做了很多让别人都觉得感动的事!你却不以为

然!表现得冷漠无情铁石心肠"可是!对于喜欢

的人! 人家不过是举手投足对你一微笑一撩

拨!你便坠入云雾找不到南北!觉得感动感人!

从而内心温柔温润"

我们常说某个人感动了我!所以我爱上了

他!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你先喜欢上他!才会被

他感动"若你不喜欢!他送你一个世界!你也不

会承认那是感动人的事" 因为让你感动的!永

远不是某件事!而是某个人"

"萱蕾$

情感故事

洗 碗
有这么一对夫妻!刚刚开始婚姻生活

的时候!总是为了洗碗这样的小事情闹矛

盾" 他们倒不是勤劳懒惰的问题!而是观

念上各有各的认知"丈夫洗好碗筷是放一

边自然沥干!妻子呢则习惯用干抹布擦干

这些碗筷!丈夫就认为妻子的行为是(二

次污染)!妻子则认为丈夫的做法才是(不

卫生)"十几年过去了!那么现在他们怎么

样了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结婚当初就计

较这么小的事情!估计早离了吧$ 那就猜

错了! 他们不但还在一起而且更恩爱!以

至于双方洗碗的习惯都变了!认同并执行

着对方当初的洗碗观点"

夫妻双方为了生活习惯不同而闹矛

盾!甚至离异的!听到看到不少 !甚为可

惜!不说情感伤害!单就现今离婚成本!为

了小观念的冲突而离实在划不来"不认同

别人的看法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

的!但要学会尊重!更要学会放弃!这对夫

妻好在吵完能够马上转移话题!他们放弃

了什么呢$就是怎样洗碗才干净这样一个

纠结的答案!不分谁对谁错"

争论在继续"庆幸的是!没过多少年!

家里添置了碗筷消毒柜!现在他们还是照

自己的习惯洗碗!再乐呵呵地把碗放进柜

里" 如果当初他们为洗碗之事分手!如今

再看到消毒柜的普及!又会有怎样的滋味

在心头呢$

%欣婉$

恋爱讲义

情感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