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音壁

信箱!

!"#$#%&'()*+,-./01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版
!

"#$ %&$

!"# $%&

2+3 红尘情爱 编辑
&

程文琰 实习生
&

马飞跃
'()*+,&-./01/23#45617)

!"#$%&'()*+

冰山!

一段可靠的婚姻是女人一生的依靠! 女

人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圆满的婚姻奋斗"

女人出嫁! 不是单纯地嫁给一个男人!

而是要嫁给一个家族" 你要适应他们家的环

境 ! 知道他们家的习惯 ! 了解每个人的悲

喜"

从前在家如公主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日

子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你必须要进

得了厨房! 上得了厅堂" 虽然这两句话说起

来简单! 但所有成了家的女人都知道那是多

么不容易"

进得了厨房! 就会一不小心成为只会烧

菜煮饭的 #黄脸婆$% 上得了厅堂! 就会一

不小心成为不识人间烟火的 #男人婆$& 这

两者之间的权衡! 真的好难& 有很多女人总

是顾得了这头! 顾不了那头! 然后还要面对

婆婆的埋怨' 老公的厌烦"

做女人真的好难"

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个说法! 说现在的女

人一定要修炼得刀枪不入才可以! 要上得了

厅堂! 下得了厨房! 杀得了木马! 翻得了围

墙 ! 开得起好车 ! 买得起好房 ! 斗得过小

三! 打得过流氓"

虽然看过的大多数女性都会莞尔一笑!

嗤之以鼻 ( 假使女人真的强大到了这个地

步! 那还要男人干嘛) 但是! 没办法! 现实

就是这样! 婚姻关系错综复杂! 一不小心就

会翻船&

遭遇婚变的你和他! 不说同是天涯沦落

人! 倒也是惺惺相惜! 感情上你侬我侬& 假

如没有那么多外在的因素! 假如没有那些困

扰你们的林林总总! 估计你们会一直郎情妾

意下去! 开启一段美好人生&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人生就是这样! 充满悲喜& 你过得了他

那一关! 却过不了他身后亲人的那一关& 而

且这中间还横亘着一个你似乎永远都无法逾

越的坎儿***前妻&

一段婚姻的解体! 形成了两个称谓***

前妻' 前夫& 虽然已经成为了昨天! 但她毕

竟曾经是他的妻啊! 她为他生儿育女! 为她

尽孝堂前& 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原因离异! 但

毕竟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爱情或已逝! 亲情尚留存& 一起的日日

夜夜 ! 点点滴滴 ! 是不可能说抹去就抹去

的& 她毕竟是他孩子的母亲! 她毕竟是他曾

经的妻 ! 她毕竟在这个家里生活了那么多

年! 并且赢得了高堂幼女的喜欢与依赖&

她穿梭在这个她曾经的家里! 熟练地做

着一切! 就好像她从来都不曾离开! 家庭气

氛一派祥和自然 & 而你呢 ! 虽然你光明正

大 ! 但在这样的情形下 ! 你却似一个入侵

者! 一个打破这一切平静的掠夺者& 因为你

的出现! 老人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幼女无

法享受温馨的母爱! 所以! 对你的敌视! 在

所难免&

这一切! 你真的很难去改变&

因为! 那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情!

那是多年以来相亲相爱的和谐&

想把他的前妻从这个家里清除出去! 很

难&

除非! 她再成立家庭&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 她的目的不言而

喻! 她根本就没有再组成家庭的意思! 她还

想要这个家! 她还想挽回那个男人的心! 所

以才有了婆婆对你的冷眼相对! 所以才有了

她女儿对你的恶语相加&

如果她不成家! 你进入他们家的几率几

乎为零&

那么! 再说一下这个男人! 对于前妻回

家的态度! 他基本上是默许的& 因为他需要

一个女人来照顾老的! 安抚小的& 但是他同

时又有自己感情上的需求! 他需要一个在精

神上能够和自己产生共鸣的女人! 于是你就

出现了!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可以生活在一起

的伴侣&

但是对于家里那一老一小! 他真的是无

能为力& 都是至亲骨肉! 她们的需求他不得

不考虑&

他现在的心理既左右为难 ! 又心存侥

幸& 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母亲与女儿! 不知

道如何开口讲这件事情 & 这样长时间的相

处! 让他也觉得很舒服! 他不想打破这样的

平静 ! 他心里想着让一个女人替他照顾家

庭! 然后和另外一个女人永浴爱河&

他既自私! 又无知&

他不知道! 他的默许会毁了家里那个为

他操劳的女人!是他给了她希望!让她无怨无

悔地付出& 是他长时间的默许!让她断了自己

的幸福!一心一意地想着那条回家的路&

有些事情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现在好了! 家里家外! 乱成一锅粥! 真

正该醒悟的人是他! 而不是你&

你遵从自己的心! 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感

情& 你渴望一份独享的爱情! 而不是从别人

那里分享一杯羹&

别再痛苦了! 你做得对! 疏远他是应该

的& 也让他冷静地去想想你们之间该何去何

从! 他们家的烂摊子他要如何处理&

如果他处理得当! 真正地让你走进他那

个家! 到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承受能

力! 来判断自己是否能适应得了那个家庭!

从而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如果他无力去应付家里的情况! 或者就

想维持现状! 那不如放弃吧& 我想这样复杂

的情况! 真的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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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女人!正在为

#都教授$ 这位新男神痴

迷+ 又有多少男朋友!正

在被 #都教授 $闹得压力

山大!生怕被女朋友拿来

比较+

其实我们都知道!完

美的男人!生活中是不存

在的!但韩剧里存在& 在

,来自星星的你-里!就有

个令人神魂颠倒的.都教

授$& 这部剧成功的因素!

不仅在于那个单眼皮男

生!拥有美男的标志仰月

唇!还因为这个男人身上

集合了女人对异性所有

美好的期望或者说是幻

想( 他带着一些神秘感%

他始终如一%在你需要的

时候只要大喊一声他的

名字!他立即就会出现在

你的面前% 他英俊超凡!

又多金!他有着
345

年的

炒房经验与积累!现今世

上所有的房产大亨都无

法与其争锋 % 他学识过

人!各个领域的知识在他

这里都成为小儿科%他有

超能力! 让时间静止!瞬

间转移!有超级敏感的耳朵!最重要的是!

能够直接听到你的心声% 他古板又可爱!

他有着少年面孔和大叔的包容心!他没有

缺点!你可以放心地去依赖他!和这样的

男人在一起!不正是全天下女人的梦想+)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任何一个男朋

友都不可能拥有超能力!你需要他的时候

就是叫破嗓子他也不会听见!他不能瞬间

转移!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身世%他可能多

金!也很有生意头脑!不过他已经是个有

阅历的老人!他清楚女人的献媚不是看上

他发上的白雪! 而是他在银行的那些钞

票! 所以他不会付出他的真心% 他可能

对你很好! 能够做到无微不至地包容你!

可这时他可能很穷! 你若不是一个拜金

的女人!就要陪着他耐心地走过拼搏与吃

苦的青春%他若是古板!这性格是天生的!

你不可能将他改变得活泼可爱!如果他很

可爱! 那么很有可能他一直都会很天真!

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你操心一辈

子//人间再好的男人!都有缺点!和来

自星星的.都教授$相比!都有着天壤之

别&谁要真拿.都教授$的高标准来严要求

自己的男朋友!那可就真的是脑残级女人

了&

看着这位来自星星的男神!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感触&

我的闺密看了,来自星星的你-之后

感叹说! 她的男友也是从星星上来的!因

为在她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会保持遥远

的距离!帮不上忙%或者他坐在身边!却低

着头摁手机!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温情& 女

人不在乎男友是不是男神!在乎的是你有

没有给她靠谱的关心和实在的安全感&

我的另一个女友也爱看,来自星星的

你-!而且要男友陪着她看& 每次!男友都

会醋意十足地讽刺她沉迷!还说男主角长

得一点儿也不好看& 说白了!这位男朋友

心中最怕女友拿他和.都教授$做比较&他

怎么比得过+ 所以总是先下手为强!用各

种不屑来诋毁男神& 女友笑他太多心!电

视剧就是电视剧! 看得再投入再入迷!也

改变不了自己对他的感情&

.都教授$这种男神 !自古只应天上

有!女人到了这把年纪!又怎会不明白!所

以!男人大可不必瞎操心&与其争风吃醋!

小心提防!不如陪着女人欣赏这种不存在

的男神!这不会影响感情&关了电视机'电

脑!聪明的女人还是会清醒地回到现实中

的&

"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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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老师!

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 一直特

别喜欢你的文字" 也喜欢你对爱情

婚姻方面问题的独到见解# 我和我

的同事每次都是在一起读" 然后抒

发自己的见解#

现在我有一件很烦恼的事 "想

跟你说一下#

我今年
(6

岁了" 离异
-

年"有

一个女儿"判给了男方# 我一年前又

交了一个男朋友" 感觉各方面条件

也都挺好的"他对我尤其上心"很体

贴"我也觉得挺满意的# 我以为下半

辈子有依靠了" 就想着今年就把婚

结了#

不曾想年前去他家见他母亲的

时候"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的前妻竟然也住在他的家

里" 而且和他的母亲亲热得像母女

一样# 不知道是看到我来"故意表演

还是怎么的"他母亲看见我"只是哼

了一声"就拉着他前妻进屋去了"把

我晾在那里#

我气极了" 质问他这是怎么回

事# 他解释说他和妻子离婚以后"她

也一直没有再婚"一个人挺孤单的"

就时常来走走# 由于他母亲身体不

太好"加之以前都是前妻照顾"所以

和他前妻感情挺好" 加上他女儿一

直嚷着要妈妈陪" 所以她就时不时

地回来照顾一下她们# 也不是经常

在这儿住"就是偶尔的#

当时我想着大家都是中年人 "

有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 也就忍

下了#

没想到后来我再去他们家 "情

况比以前更糟糕# 她女儿不但把我

给她买的礼物扔到地上" 还骂我是

第三者"说要不是有我"她的爸爸妈

妈就不会离婚# 现在我来了"她的妈

妈也不能经常回来住了# 她还叫着

让我滚出去# 他的母亲也是冷眼看

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入侵者"是专

门来抢他们家东西的#

这样的情况让我心灰意冷 "我

真的不敢想" 要是我进了他们家的

门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经历过一

次失败婚姻的我" 真的没有力气去

应付这些了# 我便向他提出分手#

他死活不同意" 说他和他的前

妻已经没有了感情" 他们是不可能

复合的"他现在喜欢的是我"他绝对

不会离开我"要我相信他"他会回家

处理好一切"给我一个交待的#

可是"柳老师"我真的怕了 "我

怕他家那大大小小三个女人怨恨的

眼神" 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

们的事一样# 虽然他对我很好"但是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姑娘" 在感情

这个问题上我真的是再也伤不起

了#

由于我刻意疏远他" 他这段时

间也很痛苦"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知

道他也很为难" 所以我想也许最好

的办法就是断了这段感情" 这样对

他"对我"对他的家人"都好#

柳老师"你说我这样做对么$ 我

是该断了这段情" 还是继续和他交

往$

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