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这段时间 " 我很难过 " 总想发

火" 但我不敢" 也不能发火! 心里有

事" 没有人能够听我讲" 长时间积压

在心里" 我很疲惫!

我的妈妈生病了" 家里就像塌了

天" 原来一直都是妈妈在照顾我和爸

爸" 我们俩在家里都是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问的! 妈妈一住院" 我们俩

才发现这个家彻底垮了! 家里没有了

妈妈" 我和爸爸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

心情很烦躁" 我真的无法面对这个状

况"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妈妈赶快

好起来!

让我心烦的还有一件事" 我处了

一个男朋友" 本来说好了要订婚的"

然后结婚! 可是就在我们订婚前夕"

我妈妈突然生病住院了" 我们俩的事

也只好放一放!

我妈妈住院期间" 我男朋友不愿

意去医院看我妈妈" 他总共也就去过

两次" 还是妈妈问他为什么没来" 我

面子上过不去" 然后央求他去看看我

妈" 他才去的! 这事让我很生气" 我

觉得他一点都没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

心上" 要不然" 他不会这样对我妈!

要不是妈妈生病" 我们就把婚事

定下来了! 当时说的是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里给我
!

万元钱作为彩礼" 这

是双方家长都同意了的! 我妈妈生病

住院需要用钱" 其实" 我们家也不是

拿不起妈妈做手术的钱" 可是他的态

度让我很生气" 我就跟他说" 要他把

彩礼钱先给我" 给我妈妈治病!

可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拒绝了" 还

说那个钱他会给我的" 但不是这个时

候" 到了订婚的时候" 他自然会给!

他还埋怨我妈" 说早不病晚不病" 偏

偏这个时候病" 真晦气!

我当时就气炸了" 没想到他竟然

会这样说" 他心里竟这样想我妈妈!

他没说对我妈妈尽点孝心" 却觉得我

妈妈是个累赘" 不去医院看我妈妈就

算了" 还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的受不

了!

我们俩当时就大吵了一架" 他的

态度很强硬 " 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

有! 我问他 $ %我们订婚的事怎么

办&' 他说$ %等你妈好了再说吧!'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我妈不好" 那我们

俩就没戏了 " 他不想背我妈这个包

袱!

我真恨自己瞎了眼" 没有看清这

个人的嘴脸" 他竟然在我家最困难的

时候不来帮我一把" 还要这样来伤我

的心! 我现在都不能想" 一想起来就

想哭!

每当妈妈问他为什么没和我一起

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

受" 但我不能跟我妈妈说啊! 我只能

说这段时间他单位太忙" 没时间" 等

他忙完了就会过来!

可是" 柳阿姨" 你知道吗& 我的

心在滴血! 虽然他还是和我联系" 但

我的心已死" 我现在只希望妈妈的病

能赶快好起来"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柳阿姨"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

面对我妈"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

我的这段感情" 我们还能走下去吗&

我们还有必要走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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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 难为你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成长# 生命的需要"

一个人怎么成长# 经历风雨坎坷"

妈妈病了! 对于你们家就像塌了天" 从

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你的妈妈在你家充当

的不仅是半边天的角色! 而是顶着整个天!

照顾着你们爷俩的衣食住行$ 安排着你家里

的一切"

有她在家的时候! 你们从来没觉得这个

家有什么不对! 一切都好像本应如此" 可是

没想到她一病! 你们才发现! 原来家不扫不

整洁$ 衣服不洗不干净!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

她无怨无悔的付出而变得如此美好" 你说家

里没有了妈妈简直乱了套! 可想而知! 同为

家庭成员的你们俩是多么粗心"

你和爸爸大概从来都没有做过家务吧"

美味可口的饭菜$ 干净整洁的屋子$ 舒适惬

意的生活! 在你们看来是如此想当然" 你们

会觉得这都没什么! 可当一个被称作母亲$

被称作妻子的女人倒下的时候 ! 你们才发

现! 原来这个女人才是你们头顶的一片天!

离了她! 你们俩只有手忙脚乱"

孩子的每一个微笑! 都让我开心快乐%

孩子的每一次皱眉! 都让我担心牵挂% 孩子

的每一点成绩! 都令我兴奋不已% 孩子的每

一次病痛! 我都感同身受"

冬天 ! 我怕孩子冷 % 夏天 ! 我怕孩子

热% 陌生环境里! 我怕孩子胆怯% 顺境中!

我担心孩子太安逸$ 不上进% 逆境里! 我心

疼孩子太辛苦$ 身心疲惫"

教育孩子! 我怕说深了! 伤了孩子的自

尊 % 又怕说浅了 ! 对孩子起不到引导的作

用" 不管孩子走到哪里$ 走多远! 我都牵挂

着他"

这是一个母亲的心声! 这也是所有母亲

的心声" 母亲就是这样! 燃烧自己! 照亮孩

子"

想想你有没有对妈妈嘘寒问暖过! 想想

你有没有关心过她的生活起居! 想想你有没

有在意过她的任何需求#

你应该没有"

你坦然地接受来自于妈妈的爱! 感觉理

所当然" 却没想到她也是一个人! 也会有生

病倒下的时候! 她也需要来自你的关爱"

现在! 妈妈病了! 正是你应该床前尽孝

的时候! 也正是需要你照顾的时候" 换句话

说! 也正是你的那个他表现的时候" 可是他

的表现却如此卑劣! 令人齿冷" 不仅对无助

的你不管不顾! 不去医院看你妈妈! 还出言

不逊"

为了面子! 为了母亲! 你放下身段! 百

般央求他! 他才勉为其难地去了! 而且去得

心不甘情不愿"

恕我直言! 孩子! 这次! 你是真的看走

了眼"

我们都说 &百善孝为先'! 尤其是对于

你们这样的独养女儿来说! 一个女婿不是半

个儿! 那是一个儿子啊( 你的妈妈多么希望

这个未来的准女婿能够在床前尽孝! 哪怕只

是陪着他说说话也好 " 可是他不仅不去探

望! 还无理地拒绝了你的要求! 如此一个绝

情的人! 你能指望他以后会善待你吗#

你多么希望这个时候! 这个男孩能够像

一个男人一样给你勇气! 能够在你最无助的

时候跟你说一句) 别怕! 有我呢( 可是他没

有! 他有的只是不耐烦! 甚至觉得你妈妈病

得不是时候! 病得晦气" 在我看来! 你妈妈

病得真是时候! 她的病让你看清楚了眼前这

个男人的嘴脸"

人说不和不孝的人交朋友! 一个不孝的

人都不配做朋友! 怎么能配做夫妻"

你应该感谢妈妈的这场病痛! 让你发现

你忽略妈妈有多久了! 让你明白妈妈为你的

付出有多少! 也让你看清了一个人$ 明白了

一些事"

当初他不去医院看你妈妈! 你就不应该

去求他! 一个人心里没有! 你再求只会让自

己受辱" 你依然不死心! 没有认识到他对你

的态度! 还继续要求他! 让他把彩礼钱拿出

来给你妈妈治病"

如果说他真的把钱拿了出来! 对你说)

拿去! 先看病" 估计就不会有这封信了"

我想! 当时你向他要钱的时候! 心里是

存着侥幸的! 你会想! 无论怎么样! 只要他

能把钱拿出来! 那说明他还是有诚意的! 他

是爱你的! 也是在乎你妈妈的! 那你就可以

原谅他不去医院看你妈妈的行为"

但他又一次让你失望了! 并且还狠狠地

在你的心上刺了一刀" 他嫌你妈麻烦$ 嫌你

妈晦气" 这样的人! 真是没治了"

你想过没有! 他现在嫌弃你妈! 觉得你

妈有病就是个累赘! 那他以后就不会嫌弃你

吗# 假如你生了病! 他不管不顾! 甚至觉得

你也是累赘 $ 你也是包袱 $ 你也晦气的时

候! 你情何以堪(

孝心是块试金石"

他不是你要的伴侣! 也无法给你想要的

生活 ! 不要犹豫 ! 这样的渣男 ! 早甩早清

静! 免得让他再污了你的眼"

但是对于你的妈妈! 什么都不要说! 免

得她病中伤心" 你不是说他很忙吗! 那就让

他忙去吧! 忙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等你妈

妈的病有了起色! 到时候! 你再和她讲! 相

信她一定会理解你! 并且支持你的决定"

不要再伤心! 也不要再心痛! 一个不在

乎你$ 不在乎你家人的人! 不值得你为他掉

眼泪 "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照顾好你的妈

妈! 她的病是长期操劳所致! 为了你$ 为了

你爸爸! 她奉献了青春$ 奉献了健康" 现在

你长大了 ! 她正在逐渐老去 ! 努力去爱她

吧! 让她也体会一下贴心小棉袄的温度"

祝福你的妈妈! 希望她早日痊愈"

祝福你! 孩子! 希望你拥有一份甜美的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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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容易上火
就难爱

有天下班时! 在塞满了车的街上 ! 隔

着车窗! 我看到一幅景象)

一对大学生似的情人! 本来骑着摩托

车! 男载女! 两人不知怎的一言不合吵了

起来" 男人于是把摩托车靠着人行道停下

来! 嘟哝了几句后! 女生背过脸去! 男生

想把她扳过来! 她不依! 于是! 男人用力

地把他的安全帽掼在地上(

一声巨响" 女生似乎也说) &你会摔!

我也会(' 她也摔了"

用力甚猛! 两个安全帽像两个破鸡蛋

一样! 无辜地躺在地上"

如果我认识他们! 那一刻 ! 我好想跟

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脾气不

改改 ! 一定是两败俱伤 ! 不改 ! 就分手

吧(

摔安全帽可以解决问题吗# 当然不行"

谈感情要见微知著! 如果不想嫁到或

娶到一个暴力狂! 那么就看看他一时暴怒

之下会不会有大动作出现"

太容易上火的! 千万快走 " 不要安慰

自己说! 他只是会捶墙! 不会伤害你" 那

样的行为! 很容易有高级版"

这幅画面! 让我想到世说新语里头的

王蓝田忿食鸡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对于暴

躁者的描写很活灵活现"

故事是这样的)

王蓝田 *蓝田是世袭爵位 ! 他爸爸是

王安期! 是个爱民好官+ 想要吃鸡蛋! 用

筷子插! 没插起来! 他就气得把鸡蛋丢到

地下! 鸡蛋在地上转个不停! 他就用木屐

去踩扁它! 又没踩到! 更气了! 就把鸡蛋

从地上捡起来! 放进嘴巴里! 咬破了! 马

上吐出来 *这是一种对鸡蛋的报复吗 #+"

旁观者把此事传到王羲之那儿去! 王羲之

笑了! 暗骂他一无可取"

忘了自己本来只是要吃鸡蛋! 吃不到!

就把鸡蛋当仇人了"

爱不到! 或得不到自己所要的 ! 就把

你当仇人了"

我看过一个中年男人! 在创业过程中!

妻子一直跟着他! 受尽委屈! 也尽责地养

儿育女! 后来! 妻子到底受不了他所谓的

逢场作戏! 决心离开! 结果他对付起妻子

来! 黑白两道加律师什么都用上了! 就是

要让她不好过" 人生活到一大半! 最大的

仇人是当初最亲密的枕边人! 想来荒凉"

这种暴躁型的人! 在事业上未必会一

无是处! 不过! 如果不改其性的话! 能够

永续经营的可能性不高 % 跟他相伴一生 !

可就辛苦了" 这种人会忘了当初为了什么

跟你吵架! 也会忘了人生到底有什么目标!

就跟你一直周旋报复下去"

有这种暴怒性格的! 不只是男人"

一时盛怒! 什么事都做得出 ! 伴侣怎

么可能平安度日"

弄得心惊肉跳的! 不是爱"

有一种人不动手丢东西或捶墙 ! 他会

用言语先伤自己! 其目的是让你跟他一样

难受" 比如) &我知道你就是瞧不起我('

&对啦 ! 我就是配不上你 ' ,,这不是自

谦! 是语言暴力"

有些话是双面刃! 而向外头的那面还

更锋利些"

"吴淡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