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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惜因为身体不舒服!晚上早早睡下"昏

昏沉沉中!突觉肚子不舒服!应该是晚上的东

西吃得不太对胃!她便起身去洗手间"出了卧

室!她见书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丈夫大唯

的声音!好像在讲电话!声音低低的" 章惜想

他这是怕影响自己休息! 便也轻手轻脚地走

过去!她不想影响丈夫"

#你这个小傻瓜!整天都想的什么啊$%丈

夫的声音虽然低!但在寂静的夜里!章惜听得

很清楚&她心里一紧!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同丈

夫讲电话的一定是个女人&

她屏住呼吸! 仔细分辨来自于书房的每

一个声音&

#你以后别再问我这个话了啊!她怎么能

和你比啊!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你就

知道气我!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么!我不能没

有你'以后不能这样了啊!我今天打你电话你

也不回!弄得我一天都无心工作!以后不许再

不接我的电话了啊!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看

我见了怎么收拾你' 我恨不能吃了你' 好了!

晚了!睡吧!吻你一千遍!爱你一百回&晚安'%

丈夫挂断了电话&

章惜的心从云端瞬间跌入苦海&

她用手叉住腰!以支撑自己颤抖的身体&

丈夫大唯打完电话! 伸了个懒腰! 一回

头!看见站在门口的章惜!惊得从椅子上跳起

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睡了

么!怎么**怎么起来了$ %

+呃**呃**是睡了!可是大概晚上吃

的东西不对胃!有些不舒服!所以起来上卫生

间, %

章惜努力地平复自己翻江倒海的情绪!

扭头往卫生间走! 她怕自己面对大唯会忍不

住发作&这个男人怎么能这样!这些话他也经

常对自己说啊! 而且说得情真意切! 深情款

款&一个男人要有怎么样的城府!才能够做到

面对不同的女人游刃有余啊'

+来!你小心啊& 你啊!就是这样!一点儿

都不注意!明知自己胃不好!吃东西的时候就

是不小心!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多担心

啊' %

大唯几乎是冲过来的! 他小心地扶住章

惜!一边注意看她的脸!努力想从章惜的脸上

发现一些什么&

章惜心里清楚! 他想从自己的面容上发

现她情绪的变化& 她不能! 尽管她很想跳起

来!给这个男人一个大嘴巴!但她忍住了!对

于一个城府颇深-心机很重的男人!她知道如

果不能掌握他确凿的出轨证据! 他是不会承

认的!到时候还会借势把水搅浑!然后口若悬

河地对章惜说出很多让她无法应对的理由"

比如!你这都是多想了!你自己想多了!现在

这世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男人去! 我对你怎

么样你心里都清楚! 我怎么可能去喜欢上别

的女人!我有你一个就够了!别的女人对我来

说都是粪土**

章惜觉得胃里一阵翻滚! 她推开大唯的

手!冲向洗手间!吐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胃里不舒服吐的!

还是因为大唯的话吐的!总之吐了以后!她反

倒觉得舒服多了"

大唯还在她的耳边喋喋不休! 说一些关

心她的话!可她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脑袋空

空-面无表情地往卧室走!心里一直在重复一

句话.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

大唯跟在她身后!想扶住她&她平静地推

开他!说.+你去忙吧!别管我了!我休息休息

就没事了& %

大唯狐疑地看着她! 但从她的脸上没有

看出其他的!他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说.

+也好!你先睡吧!我手头上还有一些材料没

有处理完& %

章惜+嗯%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

听见大唯的声音就犯恶心&她迅速逃进卧室!

也逃开那个让她犯恶心的声音!关上房门!扑

到床上!这才发现自己手脚冰凉!浑身发紧&

她努力放松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摇了摇

头!靠在床上!闭着眼!她要理顺这一切&

章惜和大唯是大学同学!毕业了以后!为

了让大唯留在这个城市! 章惜求姑父通过关

系给大唯找了一份别人艳羡的工作& 接下来

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大唯人很聪明!工

作上也很努力!很得领导的赏识!现在在单位

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层干部了&

对于章惜!大唯一直很感恩!他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是.+老婆! 没有你就没有现在

的我! 你给了我现在的一切! 你就是我的一

切&老婆!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

婚后俩人感情一直很好! 是外人眼里的

模范夫妻! 连朋友间夫妻吵架的话都是这样

的.+你看人家大唯!对章惜那叫一个好!是含

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你再看看

你'%+什么!你还好意思这样说!告诉你!如果

你有人家章惜一半好!我也会那样对你' %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章惜总是欣然一笑!

这样的日子真的让她感觉很幸福& 结婚十几

年了!大唯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好!真的是一个

难得的好男人&她觉得上天很眷顾自己!让她

有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样

的日子对于自己来说! 每天都觉得过得很奢

侈&

大概是这样的日子让大唯觉得过于平

淡! 或者是因为那个女人在适当的时机出现

在了大唯的面前!并且让大唯动了心!才有了

大唯感情上的出轨&

她不想再想下去!那样会使她心痛!痛得

无法呼吸& 其实她早就发现大唯有出轨的迹

象! 那还是一年前她无意中从大唯的手机里

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发的暧昧短信!语言露骨!

言辞亲密&她当时就发作了!可是大唯解释说

那只是和一个朋友开玩笑! 那个朋友大大咧

咧的!像个男人!总是爱逗他& 他不可能有什

么的!有章惜在!外面的女人是不可能入他的

眼的! 他让章惜不要多想! 他永远不会背叛

她&

那以后! 章惜也会偶尔看到大唯手机里

的暧昧短信!时有时无&她一面麻痹自己说那

只不过是别人和大唯开的玩笑! 自己担心过

了火! 一面又仔细地观察大唯平时的一举一

动& 看到大唯还是那样!对自己体贴-按时上

下班! 并无任何异常! 她悬着的心才放了下

来!时间长了就放松了对大唯的警惕&

可是现在! 就是这个对自己体贴温柔的

男人! 对另外一个女人! 也在极尽呵护之能

事! 他可以同时告诉两个女人! 或者几个女

人!你是我的一切!我不能没有你'

章惜冷笑了一声!也许这就是男人!他可

以同时爱上几个女人! 同时周旋于几个女人

之间!并且乐此不疲&

章惜不想和大唯闹! 她觉得面对这样有

心机的男人!闹也是白闹!还会让自己觉得理

亏& 他一定会拿出那一些他早就准备好的对

付她的说辞!最有力的就是.你说说!我对你

不好么$你上哪儿找我这样的男人去$家务活

全包!工资全交!什么心都不让你操!你还有

什么不满足的'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这么折

腾!到底要干嘛啊$

算了!人至中年!她发现生活真的如一首

歌中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感情的事已经想

得很透彻了! 不会像小年轻那样去纠结于你

对不起我!或者我对不起你的事了!过了这么

多年!彼此之间说还有爱情!那是骗人的!说

了连章惜自己都不信&

十几年的夫妻! 彼此已经成为一个战壕

的战友-一起生活的同伴!没有了激情!只剩

亲情& 在这样的感情模式下! 没有谁对不起

谁!只有谁不珍惜谁&

如果一个男人不珍惜一个女人! 即使他

对她再好!那种好也只是表面的!是敷衍的!

这种伤害要比那些感情不好的夫妻来得更

深!伤得更狠&

算了!既然解释没有用!说多了也是自己

无理!那有些话!就不要再多说了吧&

早上醒来!大唯已经走了!章惜起身!看

见餐桌上大唯给她熬的粥!还有一张字条.如

果凉了!就自己热了喝!千万要记得喝'

不知为何!章惜看见这碗粥!提不起任何

兴趣& 其实昨天一吐!胃里正需要这碗粥& 这

个男人就是这样!让你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

可奈何!他洞悉你的一切!了解你的弱点!知

道如何对付你! 就像他知道如何对付外面的

那个!或者那些个女人一样&

想到这儿!她胃里一阵痉挛!什么都吃不

下了& 再待在这个家里! 她估计自己要疯掉

了&她开始整理行装!她要出行!她要逃离!不

管去哪儿!只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男人!找

个能让她呼吸的地方就可以&

拉开房门!章惜回头环顾了一下这个家!

这个她住了十多年的家& 不知为何! 没有眼

泪!却有莫名的轻松!就像太阳冲破了重重雾

霾!光耀大地的时候!那么温暖!那么从容!她

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又有了鲜

活的眸子-轻盈的体态&

餐桌上!有一碗粥!几页纸&

其中一张是大唯写的!一张是章惜写的&

一边欺!一边骗!一边哄!一边瞒!如此左

右逢源!难得你照顾得这么周全&不知你累不

累!不知你烦不烦!或者你以此为乐!乐于左

右逢源& 但我却很累!也无力和你再纠缠!不

想做你女人中的一个! 只想有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

既然!你不能忠于自己的情感!那也不必

对我说抱歉&我不想再听你的解释!你也无须

解释& 长久的夫妻!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

不珍惜谁&既然你选择了不珍惜我!请对我仁

慈一点!请别再对我欺骗&

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 也没有谁有责任

陪你周旋&

收起你的装模作样!你若无心我便休&

我走了!别找我!我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

的空气!找回迷失的自己&离婚协议书我已拟

好!字也签了!如没有异议!盼给我自由!也给

你自己一个施展的空间&

章惜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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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经自以为很爱某人& 分

手的时候! 我们哭着对他说.+我对你

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后来!我

们爱上另一个人&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

现自己从前并不是很爱那个人& 我们

并没有怎么为他付出过! 他离开是应

该的&

=

曾经很痛恨男朋友离开她!后

来有一天! 她忽然想起自己跟他在一

起一年多以来! 只是在他生日时送过

一双袜子给他& 她吝啬到这个地步!怎

能说是爱他$ 可怜那个男人当天还被

她掴了一巴掌&

为什么我们会一厢情愿觉得自己

很爱某人$ 也许是因为他首先不爱我

们了吧& 他首先不爱我!我便觉得我太

爱他!为他付出太多!分手的时候!哭

得死去活来!深觉自己被对方辜负了&

许多年后 ! 我们自问 .+我爱他

么$ %一点也不爱!甚至说不上是爱&那

个时候!我根本不懂爱人!我爱他不及

我爱我现在身边的人十分之一&

我们只是喜欢一个深情的自己!

我可以这么爱一个人!我是多么深情&

分手时!我们伤心!不是为一段感情伤

心!而是怜悯自己&

活下去真好& 活下去! 你才会发

现! 原来你并没有你所以为的那样爱

过一个人&

!广美"

恋爱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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