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一直都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又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自己也知道自

己很贱!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离

不开他"

我和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的! 他这个人的嘴很甜! 很会哄女

孩子开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

上了他" 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帅 !

但个子高高的! 穿上一身牛仔衣 !

特别酷! 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他"

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 他

带着我到处玩! 每到节日! 他就会

给我买各种小礼物! 我以为这是我

今生的缘分到了! 我甚至都幻想着

我们结婚以后的事情了"

可是好景不长! 他又爱上了另

一个女孩! 我哭着问他为什么! 他

很不耐烦地说 # $没有什么问什

么!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我现在爱

上别人了! 不要再来烦我%& 那段

时间 !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度过

的! 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了! 我每天

都精神恍惚 ! 上班注意力也不集

中! 被领导点了几回名"

就在我稍稍心情有点平复的时

候! 一天! 他给我打电话! 说想见

我 " 一见他 ! 我的泪就止不住地

流 ! 他对我说 ! 那个女孩不适合

他! 他们已经分手了! 他还是觉得

我好! 所以想和我再继续处下去"

我开心得要命! 接下来! 我拼

命地对他好! 给他洗衣' 做饭! 还

陪着他( 我以为他真的回头了! 可

是我错了! 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
!

个月! 他就又有了新欢) 这次连一

个解释都没有给我! 他就消失了"

这次彻底伤到我了! 我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让他这样对我 !

难道他就是别人口中的花心大少 *

可是我爱他! 我真的爱他! 没有了

他!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这么

长时间! 我习惯了以他为中心+ 为

他活的日子" 没有了他! 我真的不

知道该怎么办"

我发疯地让朋友们打听他的消

息! 可都没有信儿" 有一阵子! 我

还冒出一个念头,,,他不在了! 我

伤心得要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

他又回来了 ! 这次他给我的理由

是# 那个女孩骗他去了外地! 说要

合伙做生意! 结果到了那里! 完全

不是那回事! 他呆不下去了! 就回

来了)

我以为他会痛哭流涕地向我道

歉! 可没有想到他竟然跟没事人一

样! 该干嘛干嘛! 在外还宣称我是

他女朋友! 说他会对我好)

看着他的脸 ! 我觉得很陌生 !

虽然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

惑!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 我真的怕

了 ! 我怕有一天醒来 ! 他又不在

了! 我怕他又笑着对我说# -我不

爱你了! 你走吧)& 想想这些 ! 我

就浑身发抖)

柳老师! 你说! 我是应该继续

相信他! 还是和他断了* 为什么我

一想起来和他断了! 就会心痛到不

行*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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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 ! 歌名就叫 .爱情的乞丐 /!

其中有这么几句 # 没有你我的天空只剩阴

霾
9

我的心被眼泪层层覆盖
9

没有你我的天空

失去色彩
9

失去你我是爱情的乞丐!

看看这样的情形像不像你*

一个乞讨者! 当有个人给了他比别人多

的钱! 他就会盼望那个人会隔一段时间来一

次! 给他施舍一些钱! 于是! 他便会呆在原

地! 每天祈盼)

你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的乞讨者! 你迷恋

他的甜言蜜语+ 迷恋他的感情花招! 甚至连

他抛弃你决绝的身影! 都让你无法忘怀) 于

是! 你痴迷地呆在原地! 祈祷他能够顾念旧

情! 希望他是一个浪子! 在外玩累了! 能够

回来)

一个心不在你这里的人! 你怎么能够盼

望他长久地停留*

他是回来了! 可是很快就腻了! 于是!

他又走了! 然后! 他又回来了00

佩服你自我修复的能力! 佩服你原谅别

人的胸怀) 可是你觉得! 你们这样的施舍与

被施舍的关系! 还能叫爱么*

我们都说爱需要平等+ 爱需要真诚! 在

你们的这份爱里! 你想过没有! 你看到了什

么+ 得到了什么* 这份爱还值不值得你去拥

有+ 值不值得你去等待*

如果我说其实你并不爱他 ! 你会说 #

-怎么可能* 为了他! 我日日以泪洗面1 为

了他1 我夜夜孤枕难眠1 为了他! 我四处奔

波寻找1 为了他! 我一再包容伤害00&

你觉得这样就是爱他! 对不对* 我告诉

你! 你错了) 你之所以一次再一次地接受来

自他的伤害 ! 主要的原因之一不是你太爱

他! 而是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就这样一次又

一次地被他抛弃! 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有魅

力拴住他)

可是姑娘! 你要明白! 乞讨来的爱情!

下场只能是悲哀)

在这场情事里 ! 他是一个高傲的布施

者! 在他心情好或者闲暇的时候就会来到你

的身边! 把他多余的情感+ 不用的情怀! 从

他的指缝中漏一点给你 ) 就这样的一点施

舍! 让你如获至宝+ 仔细珍藏) 可是当你对

这份施舍还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人已消失不

见)

你在心里想着# 没事的! 我只要好好地

在这儿等着! 他一定会回来的)

于是! 你痴痴地等! 他潇洒地玩)

你用你的痴心等待一场没有结果的爱

情 ! 他用他的施舍套牢了一颗本应自由的

心) 你用你的痴心想让他明白即使在外受到

伤害! 还可以到你这里取暖! 他用他一次又

一次的情感施舍! 让你在爱情里苟延残喘)

姑娘! 你要的是爱! 他却注定只能给你

一生的等待)

你难道还不明白* 在你的生命里! 他注

定只是一个过客! 你就是一个站台! 他在你

这里只是短暂停留! 而从来都没有做长久的

打算)

就从他对你的态度! 就从他一次又一次

对你的伤害 ! 然后还轻描淡写地对你说 #

-我爱上了别人! 不要再来烦我)& 你难道还

不能明白* 你在他的心里就连备胎都不算!

充其量只能算是加油站) 他在你这里补满了

能量! 好开启下一场情感的征程)

你是一个好姑娘! 对爱情很真诚! 只渴

望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 但你选错对象了!

你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坐标! 改变人生的航

线)

一个王子爱上一个公主! 他向她求爱)

公主告诉他! 如果他愿意连续
1::

个晚

上守在她的阳台下! 她就接受他) 于是! 王

子照做了! 他等了一天+ 两天+ 三天00直

到第九十九天! 王子离开了)

为什么王子不再坚持最后一天* 那样他

就能娶到他心爱的公主了! 他为什么要放弃

呢*

这是王子给出的答案,,,爱情不能只是

一个人的付出) 王子用
88

天证明爱! 用
1::

天证明尊严)

明白了吧! 姑娘! 你已经用自己的等待

证明了自己对爱的真诚和付出! 现在是你证

明自己尊严的时候了)

缘分最怕! 我给你的是真心! 你还我的

是不屑1 感情最怕! 我要的是若干看重! 你

送的是满不在乎)

在一份没有爱的感情里 ! 无论是哪一

方 ! 付出得越多 ! 往往输得越惨 ) 看得最

重! 终究伤得最痛)

他看不到你的好! 你又何必用真心换来

伤心! 最后只剩寒心1 本是擦肩的过客! 又

何苦用重视收回漠视! 最终只有无视)

时间! 不要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1

感情! 不要倾注在不懂珍惜的人身上)

在乎你的人! 会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甘

愿充当温暖你的空气1 心里有你的人! 会为

你默默付出 ! 但很少让你知道其背后的牺

牲)

最真的感情! 只靠珍惜! 全凭经营)

对于爱 ! 你已经历过 + 挣扎过 + 痛苦

过! 应该明白不属于你的东西强求不来! 不

要再让他伤害你! 没有人有资本一次又一次

地伤害你! 除非你愿意)

人! 即使爱得再卑微! 也要为自己保留

一点自尊! 那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在转身的时

候! 没有一点体面)

别等不该等的人! 别伤不该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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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有现成的暖男

-暖男& 这个词最近频繁出现于社交

媒体! 据说有人以它为关键词写了篇文

章! 在微信朋友圈被阅读了几十万次) 那

篇文章我没有去读! 不确定是怎么定义

-暖男& 的! 只是觉得! 这个世界上! 哪

儿有那么多现成的暖男*

在我们还是小年轻的时候 ! 没什么

暖男! 相反 ! 男人多是暖男的反面,,,

以冷为美! 以酷行天下) 代表人物有马

龙2白兰度 + 高仓健 ! 再不济也是金城

武+ 郑伊健( 如同许多流行小说写过的

那样! 城里最漂亮的姑娘都爱上了街头

的小混混(

从要求男人冷峻+ 型酷! 到希望男人

温暖+ 明亮! 女人对男人的审美来了个

1?:

度的大转弯! 这是时势使然( 所谓时

势包括# 第一! 女性独立意识变强! 尤其

是经济独立! 让女人的内心变得强大! 她

们有足够的条件! 要求男人由 -庇护型&

向 -服务型& 转换(

第二 ! 女性对男人的品质要求在提

高( 单独有钱是不可以的了! 还要家常!

要有情趣! 哪怕某男身为总裁! 也得愿意

下厨为女朋友做碗红烧牛肉面( 在目前阶

段! 要求男人变暖男! 比要求他们 -有车

有房& 还残忍! 因为男人想要满足女人的

物质欲望! 多少还是有些办法的! 可是变

成中国情爱文化中一直不多见的暖男! 还

得给他们一个漫长的学习时间(

第三! 男人的中性化! 使得暖男批量

出现成为可能( 当年的
@A

组合! 可以视

为暖男概念的源头( 暖的字眼本身就包括

柔+ 美+ 温等与男色消费密切相关的元

素! 暖男不过是女性在男色消费的基础上

又披上了一件暧昧的外衣! 成为女性对理

想男人的最新想象(

暖男是流行文化的产物 ! 它能在社

交媒体上走红! 和社交媒体上频繁流传

诸如 -男人的二十个美德 &! -遇到这

样的男人就嫁了吧& 等心灵鸡汤式文字

有巨大的关系( 被这些情感鸡汤洗脑的

女读者们误以为这样的暖男在生活里比

比皆是! 或者会觉得! 转发了一篇这样

的暖男文 ! 就会改变自己身边的男主

角! 提升社会中暖男的比例30在一种

莫名其妙的心理暗示带来的快乐下 ! 暖

男成为刷屏的热词(

暖男的确有! 但极其稀少! 因为暖男

需要一个极好的诞生土壤( 能无微不至地

照顾女性! 至少他要有绅士风度( 在中国

男人里找绅士* 这题目有多难! 大家心里

有数( 他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着对外

面污浊世界的强大抗干扰能力( 让我们身

边这些为了升职加薪+ 攒钱还贷的男人!

立马能做到心灵净化+ 专心谈情* 还是省

省吧( 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老话题! 暖男

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如果无法为你遮风

挡雨! 哪怕他自身就是个太阳般的发热

体! 也无法提供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

的暖意(

对于女人来说! 暖是感觉( 而对于男

人来说! 暖是实实在在需要砖瓦+ 木炭+

电能等等才能够实现的( 除非男人+ 女人

对 -暖& 的定义能统一到一个层次上来!

暖男才不会成为奢侈品( 不过! 当我们扔

一块砖头! 就能砸到
8

个暖男的时候! 冷

男又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了(

所以 ! 别被什么暖男的说法迷惑头

脑! 他们根本不存在! 即便有! 也多是在

养成的过程中! 没有那么多暖男等着女人

们手到擒来( 这个世界不缺心理脆弱+ 精

疲力竭+ 孤独无助+ 四面楚歌的男人! 理

论上讲! 他们都有机会变成暖男! 但在完

成这个神奇的转身之前! 请容许他们多一

点时间来解决这个社会赋予男人的沉重责

任(

请相信 ! 还是有为数众多的男人最

终会变成暖男的( 当他成为一个女孩的

父亲! 那么恭喜你! 虽然你没嫁给一个

暖男 ! 但这个暖男最终成了你孩子的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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