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我是一个年过不惑的男人"经历过一

场失败的婚姻!有一段时间我对婚姻有些

排斥"甚至想过一个人带着女儿独自过下

半辈子算了! 可是自从女儿上了大学"离

开我以后"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在

这时我认识了一个女子" 她比我小十几

岁"也是离异"带着一个孩子!当时我见她

的时候"觉得很满意"虽然我也觉得我们

俩年龄相差有点大"但是又觉得能在我这

个岁数找到这么一个可心的人"是上天赐

给我的福气!

我们处了一段时间" 彼此感觉都很

好"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想着和她结婚!

她也是受过一次婚姻的伤害"想找到一份

安稳的感情!我当时承诺要让她过安稳的

日子"要为她买套房!

可是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我发现她

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不会居家过日子! 此

前我为了表达心意" 把工资卡给她了"可

是当我找她要钱的时候"没想到她说没钱

了"被她花完了!

而且她还拿着我的钱给她的儿子买

很多奢侈品"要知道"那些钱是我给女儿

存着要给她买一部手提电脑的钱!为这事

女儿和我闹了好长时间别扭"还说我不爱

她了"而且女儿说我找的那个女人只是为

了图我的钱"她比我小那么多"肯定不会

真心和我过"要我小心一点"别再和她交

往下去了!

我心里有点乱" 但是我又不想和她

断"毕竟有感情了! 这段时间她也提起了

结婚的事"催着我买房! 我把这事儿跟女

儿说了"但是我女儿坚决不同意"说买房

可以"但是要写她的名字"这样为了以防

万一"要是以后我们俩过不下去了"我不

至于人财两空!

我想想女儿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就和

她商量"买房可以"但是要写我女儿的名

字! 没想到她一听就生气了"说我不是真

心要和她过日子" 当初应承的都是骗她

的"说什么给她一份安稳的生活"根本就

是鬼话! 她要和我结婚"是为了要一份保

障" 如果房产证上写了我女儿的名字"到

时候她和我女儿要是起了冲突"我女儿说

房子是她的"撵她走"不让她住在那里了"

那她怎么办#

唉"她好像说得也有道理"我真的不

知道该怎么办了"一面是我的女儿"一面

是我爱的女人" 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

而且因为房子这件事她明显生了气"有好

长一段时间不理我" 自己回娘家去了"说

这个事要是不解决"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她不能跟一个骗子生活!

我真的很纠结" 我真的不是想骗她"

只不过我也怕"到最后我们要是不能够走

下去了"那就麻烦了!

柳老师"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流浪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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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女人一哭!二闹!接着会怎么样

呢"当然不是上吊#哭!闹!接着便是疯狂购

物!这是很多女人都有过的经历#

当心中的负面情绪通过$血拼%发泄殆

尽后!带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看着急速缩

水的钱包!女人心中的悔意便如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唉!都是平日从牙缝里抠下来的

钱呀'

此时!女人往往会立志(剁手%!决不再

亏待钱包#可言犹在耳!当下一次的郁闷再

次袭来!女人却全无抵抗力# 于是!一边挣

扎着!一边却不由自主地走进商场))

(剁手%不易#

女人天生是感性的! 每次理性与感性

的挣扎!总是感性占了上风!将对方杀得片

甲不留#一旦感情失意!女人就会习惯用购

物的疯狂!去冲淡这种失落# 一次次疯狂!

一次次后悔!却又一次次再犯#

说到底!女人难以(剁手%!背后多半是

感情在作祟# 空虚!冷落!种种不愉快塞满

了心头!无处发泄!总要找一个出口!否则

可能会把自己憋疯# 男人埋怨身边的女人

疯狂无知的同时!却不曾想过!这根源也许

出在自己身上#和狐朋狗友喝酒作乐!和无

关人士觥筹交错! 却唯独没有时间陪陪身

边的女人# 冷了!倦了!女人身边没有依靠

的肩膀!只能靠着血拼冲淡寂寞#多数的女

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 遇到快乐的事情!

只想找到最亲的人!与之分享!至于血拼!

就得靠边站了#唯有觉得不快乐时!血拼才

会出现在日程表中#

无法(剁手%的女人!背后多半有一个

粗心的男人# 所以!身为男人!当你的女人

疯狂购物时!先别急着埋怨!也许!反省一

下自己! 你会对感情的经营有更深刻的领

悟#

"广美#

恋爱讲义

爱情图趣再婚的路究竟有多远
流浪的心!

生活中!我们常说(四十不惑%# 人到了

四十岁!应该业有所成!不会因为无业而有

所困惑! 并对人生或者事业有一定的把握

和理解#

人过四十!对外!他明白了社会# 明白

了人和社会的关系! 明白了个人的理想和

愿望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否

则就是空想#

对内!他明白了自己# 明白了成长是内

心在历练中逐渐强大! 明白了人生的归位

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

对自己!他明白了责任# 明白了必须承

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明白了必须承担抚

养子女的责任#

这是一个人四十岁的时候应该有的心

态!也可以说努力去达到的一种状态!可是

我发现你现在不是(四十不惑%!而是(四十

很惑%#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你不能给你爱的

女人一个真实的生活!请慎重承诺# 当你给

了她一个美好的愿景!却不能兑现的时候!

别怪她说你是骗子# 因为本来就是你骗了

她!你承诺给她一份安稳的生活!你承诺为

她买一套房子!这些你都做了么"

你没有#

当承诺要落到实处的时候!你退缩了#

你想了很多!你想到了你女儿的话!你想到

了万一你们俩要是过不下去了! 房子就归

她一半了!你有些不甘心#

早知今日反悔!何必当初承诺'

不要总把你女儿的话当成你自己的借

口!要知道以后是你们俩一起过日子!其中

的冷暖也只有你自己明白# 她对你好不好!

你自己对她如何! 你是不是要和她携手走

过下半生!她合适不合适你!你心里应该很

清楚#

至于你说她花钱大手大脚! 原谅我说

一句你不愿意听的话! 十几岁的年龄就是

一个代沟# 她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经历过

艰难的岁月!或者本来在家就是娇娇女!不

知道勤俭持家!不知道省钱!这是她人生的

经历造成的# 没办法!谁让你就找了这么一

个没有心的主呢"

也怪你自己当初把工资卡给人家!让

人家随便花!人家也不和你客气!全不拿自

己当外人!你让花我就花# 等到你觉得不舒

服了!你去质问人家&你为什么要乱花钱"

她也会一肚子的委屈&不是你让我花的么"

向爱你的男人要钱花是张爱玲的话&

花着他的钱!心里是欢喜的# 花他的钱!不

是因为女人的贪婪! 因为女人也不是随便

哪个男人的钱都会拿来花的# 同样是过尽

千帆后的慎重选择# 女人用可否花他的钱

来验证他的爱! 而男人是用她是否愿花他

的钱来试探她的爱# 所以一个男人愿意他

所爱的女人花他的钱#

其实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 你的

女友是真的想和你好好地过日子! 她真的

把你当成她的依靠了! 她觉得你的就是她

的!她已经认定你了# 如果你觉得她这种花

钱的方式你不能够接受! 那善意的提醒远

比埋怨要有用得多#

生活有的时候不是文艺片! 而是纪录

片#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吃喝拉撒!衣食住

行!这些都不浪漫!都很现实#

别怪你的那个她那么现实! 也别怪她

会有那些担忧! 一个女人想要给自己找个

保障!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的不成熟* 你的错误的处理方

式激化了你们俩之间的矛盾! 也无形中增

加了你女儿对未来后妈的敌意#

你怎么能把你女儿的意思原原本本地

告知你的女友" 你怎么能让这两个本来就

可能成为天敌的女人同时处于风口浪尖"

你太不理智了#

人过四十! 就要明白! 生活是你自己

的!没有人能够主导你的生活!也没有人能

够左右你的思想#

想爱那个女人! 想表示自己愿意和她

一起生活的决心!那你就考虑她的提议!在

自己的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 她这样想

也无可厚非!谁愿意在一个家里只是房客!

而不是房东"

看得出来她也难过这个坎儿! 尤其是

你对她说过你女儿的顾虑之后! 她更加坚

定了这个想法# 正如她说的!万一以后她和

你女儿有了矛盾!这是在所难免的!亲生的

也不可能没有矛盾! 到了那时! 你女儿一

句&这是我的房子!你给我出去' 让她情何

以堪'

如果你想找一个房客!请放开你的手#

如果你想找一个女主人! 请给予她足够的

尊重#

没有人逼着你做出承诺! 没有人能够

左右你的心!作为一个年已不惑的男人!你

已经不是那种爱冲动* 头脑不清醒的小年

轻了!不要动不动就许诺# 在许诺之前首先

要考虑你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就不要轻易

许诺#

当初或许是因为你爱她的那份情冲撞

了你的头脑!让你做出了承诺!不过!既然

说了!就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给她一份

安稳!别让你的女人看不起你#

谁让你当初那么信誓旦旦来着! 也许

当时她并没有想那么多! 是你不成熟的做

法!导致了今天的僵局#

其实事情有的时候远没有那么复杂!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 她要的就是一份安

稳的生活!只要你够疼她!相信她一定不会

有什么变故的#

有的时候女人只是要你的一个行动!

要你一个珍惜她*重视她的行动!而不是实

质# 她或许只是因为反感你的出尔反尔!反

感你的言而无信! 当这一切都被你付诸行

动的时候!相信她的心也会是柔软的!也会

明白你的苦心! 到时候也会设身处地为你

着想#

至于你的女儿!爱她!但不能盲目# 要

告诉她你爱她这个阿姨! 你要和她度过下

半生!希望她能祝福你们#

当然!以后不要再两头传话了# 要学会

把两边的话在心里过滤一下! 两边都说点

顺耳的!舒服的!这样你的日子也会舒心很

多#

再婚的路!要比初婚更难走!因为这条

路上附带的条件太多!但是再多的条件!再

多的困难!都抵不过一颗真爱的心# 你的幸

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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