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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与狗儿争风吃醋
大树!

看了你的倾诉! 我在心里叹了一声!

虽然我很理解你那种被女友忽略的心情!

那种因为 "情敌# 是一只小狗而无可奈

何又抓狂失落的状态! 但是我还不得不

说! 在有些方面你是有些偏激了! 因为

我太了解你女朋友的心情了! 没有养过

狗的人是不可能理解人与狗儿之间的那

种纯纯的依恋的$

我母亲就很喜欢养些猫猫狗狗! 我

们家以前就养过两只狗% 一只猫$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三只狗'! 所

谓的三只狗指的就是这两只狗和一只猫!

看过文章的人大都会心一笑$

为什么文章说三只狗! 而不说两只

狗和一只猫呢(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狗

儿们是先来的! 猫儿是后到的$ 那只小

猫很小的时候就和这两条狗厮混在一起!

由于母亲喂养得比较精心! 所以长得也

很肥硕! 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狗$ 而且猫

儿也从来不认为它是一只猫! 一直以为

自己是条狗$

当时我们住的是个四合院! 是那种

旧式的平房$ 每当家里来了客人! 母亲

就会把它们往平房上面撵! 并且圈在上

面$ 那只猫比较灵活! 它总是连蹿带跳

地第一个冲上去! 接着是两条狗! 威风

凛凛地并排站在一起! 然后就出现了戏

剧性的一幕) 两条狗一只猫从平房的栏

杆里伸出头! 虎视眈眈地冲着来客狂吠$

这种场面很好笑! 因为那只猫儿也

会大叫! 但它的叫声很温柔! 也总是会

被掩盖在狂乱的狗吠声中! 但你能从它

脖子竖起的猫毛感受到它的愤怒$ 后来!

猫儿不慎走失$ 在家中它与小弟感情最

好! 因此小弟哭了好久! 再给他寻来别

的猫! 他也很抗拒! 那种失去小伙伴的

落寞! 看了就让人心碎$ 而且他从此以

后不养猫! 因为在他心里那只猫是独一

无二无可替代的$

母亲常说! 猫狗是一口$ 她的意思

就是说! 猫儿和狗儿都算是这个家里的

一个成员! 和家里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小动物在我们家里的

地位! 和我们几个孩子是一样的$

你女朋友的这种心理其实很好理解!

她只是太孤独了! 正好在她孤独的时候!

那只小狗来到了她的身边! 与她朝夕相

伴! 甚至在她最落寞最无助的时候与她

相依为命! 她与狗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

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你和小狗之间! 说句你不爱听的

话! 其实你是后来者$

记得有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女孩养

了一条狗! 她与狗儿朝夕相处! 感情很

深$ 等到她谈恋爱的时候! 这条狗对于

出现在女主人身边的男人很不喜欢! 于

是醋意大发! 百般阻挠! 各种撒娇% 搞

破坏! 使女孩的每次约会都以失败告终$

当然事实证明那些男人也都不是真心地

爱女孩$ 女孩发现了以后! 就更加爱自

己的狗狗! 并且发誓一生不嫁! 直到她

遇到了一个她也喜欢! 并且狗儿也喜欢

的人! 在狗儿的撮合下! 有情人终成眷

属$

虽然故事都是编写的! 但有些时候

真的是这个样子$ 狗儿对于人的感情是

很真实的! 它能够明白谁喜欢它! 谁对

它有敌意$ 也许就是因为你太过于介怀

这只小狗过分地影响你和女朋友的感情

了! 所以你会或多或少地对它表现出不

满意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小狗的眼里会

演变成你不喜欢它! 那它自然也不会喜

欢你$

有一个词叫爱屋及乌$ 我们都知道

这个词的含义! 但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几

个! 试想! 有谁喜欢那乌漆抹黑的乌鸦

啊! 更何况它叫得那么难听! 躲还躲不

及呢$ 但爱情是盲目的! 不是吗! 有的

时候就是这样! 爱一个人! 也会喜欢她

身边那些你不能忍受但必须忍受的东西!

要不然! 你就只能选择离开$

我发现刚开始你还是很喜欢这只小

狗的! 你还给狗狗买东西! 当然你也说

了这是为了讨得女孩的欢心! 才不得已

那样去做的! 因为你知道你这样能够很

快地赢得女孩的芳心! 也是一种增进你

俩感情的融合剂$

那为什么刚开始你可以为了女孩这

样做! 到了后来却不愿意了呢(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女孩的心! 你不

想别的人来分享她的爱! 哪怕那是一只

狗$

虽然你的女朋友对狗儿过于宠溺 !

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应该忽略你的

感受! 但你做的就对了么(

其实你们俩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水火

不容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要

你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 以一

颗包容的心来对待你的女友! 以一颗博

爱的心来对待这只狗狗! 一切问题就都

迎刃而解了$

狗是最通人性的! 只要它感觉到你

喜欢它! 它就会全力以赴地对你好$ 既

然不能躲避这个小麻烦! 那就试着去爱

它吧! 改变你与它的相处模式! 改变你

与它的敌对状态! 让它觉得自己又多了

一个玩伴! 你也能够从与它的相处中得

到很多的快乐$

相信你的女朋友也会对你的改变看

在眼里! 喜在心上$ 到时候! 如果她有

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你就可以善意地提

醒她! 或者你直接把狗狗培养得更黏你!

然后你再训练它 ! 达到你要求的标准 !

那样! 岂不两全其美(

有些事情! 换一种角度! 换一种心

情! 也许就会收获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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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倾诉
柳老师!

我的故事其实真是挺招笑的" 如果

我跟您说了估计您也得笑话我" 但是没

办法" 这事还是摆在那儿" 而且不说也

不行# 我跟别人说了 " 别人都会笑我 "

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还那么想不

开" 怎么会 $跟狗一般见识%&

不瞒你说 " 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 &

我女朋友养了一只小狗" 是一只吉娃娃"

要说小狗挺可爱的" 我也挺喜欢& 当时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经常在我面前说

小狗如何如何可爱" 说实话当时为了讨

好她" 我还经常给小狗买东西& 我心想"

爱养小动物的女孩一般都会特别有爱心"

特别善良" 这个女孩也不会错& 可是随

着我们感情加深" 我发现她对狗的感情

太深了" 深得不一般&

你都不知道 " 她的狗狗和她一样 "

衣服一大堆" 什么春天的' 夏天的' 秋

天的' 冬天的" 都有" 一个季节好几套#

你说" 不就是一个狗吗" 至于折腾这么

多事吗( 这还不算完" 她美容也就算了"

这狗也去美容" 每个月光给狗美容就要

花去好几百"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我一

个月理一次发也不过十几二十块钱" 在

这方面我还不如一只狗呢(

这也就算了" 花钱也都是小事" 这

我也都能忍了" 可我最不能忍受的是 "

她竟然在吃饭的时候让小狗在饭桌上随

意溜达" 然后还把肉嚼烂了嘴对嘴地喂

小狗" 你说恶心不恶心( 弄得我一点食

欲都没有了( 我一说她" 她还不依不饶

的" 说小狗太小" 自己嚼不烂东西" 必

须得那样喂" 如果我要是心理不平衡 "

她也可以那样喂我& 你说我这都跟狗一

样了(

她在生活中这样也就算了" 我能忍

也就忍了" 可是我不能忍的是她对狗一

百个上心" 对我的事一点也不上心" 狗

要是有一点事" 她可是着急得很& 比如

那次" 我感冒发高烧在医院打点滴" 我

给她打电话想着她能来照顾照顾我& 她

来得还挺快" 我一看没带狗" 心里还挺

美" 看来她还是挺在乎我的& 可是没过

一会儿" 电话就来了" 是她一个女朋友

打来的" 原来她把狗放朋友那儿了" 结

果那狗一点都不省心" 闹得很厉害& 她

一听" 立即就把我扔下" 接狗去了&

我真是忍无可忍( 这话说出来也不

好听" 一个大男人吃狗的醋" 这叫人知

道了不是要笑掉大牙吗)

我气得跟她说要把狗送人" 叫她在

狗和我之间选一个" 要么要我" 要么要

狗& 她说她都想要 " 哪个也不想失去 &

她还说她当初一个人在这个城市" 就是

这条狗陪伴她" 她们俩相依为命" 没有

这条狗她都不知道怎么活" 她是不可能

把狗送人的" 她也离不开我" 我对她很

好" 她和狗都需要我&

你说" 我这儿说了半天" 等于什么

都没说" 她还是那样( 我真是被她气死

了( 分手吧" 我有点舍不得" 可要是不

分手" 这日子真的没法儿过下去了( 我

受够了(

柳老师" 你说我该怎么办)

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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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女人千姿百态!过什么样的

生活!是自己的选择!只是!做啥类型的

女人也别做*药渣女#$

一服中药熬到最后!精华尽出!只剩

渣滓!弃如敝屣也就在意料之中$ *药渣

女#就是这样!把自己当一服药!补身兼

补心!把男人补成了成功人士!自己则甘

当其背后的伟大女人!忘了自我!付出所

有$ 男人成功后!女人成了糟糠妻$ 对于

有些男人来说! 腾达之日! 就是换妻之

时$ 就这样! 女人用青春活活地把自己

炼成了*药渣女#!苦不堪言$

类似的苦情剧!数不胜数$ 我有一

位闺蜜!读大学时认识了男友$ 大学四

年!为了让男友专心学业!闺蜜可谓做

牛做马!把自己活活修炼成了超人!一人

打数份工!赚来的钱!全花在了男友的学

费和生活费上$ 后来!男友要出国!闺蜜

全家总动员!卖房兼借钱!总算把男友送

出了国$ 可没想到!数年后!男友学有所

成!在国外安居乐业!还取了个洋妞$ 闺

蜜没有隔山打牛的功力! 对着大洋彼岸

的他无计可施!默默垂泪$而多年来生活

在对方的阴影里!忽略了为自己升值!现

在要重新打拼事业!竟多了许多艰难$

摊上这样的倒霉事儿!悲伤之余!女

人也该反思)*药渣女#和*陈世美#是怎

样炼成的(

最容易成为*药渣女#的!常常是善

良的传统女人$这样的女人总认为!男人

就该比女人成功$ 男主外!女主内!女人

的幸福在于男人的成功! 所以甘愿牺牲

自己!为男人的事业付出$ 殊不知!把男

人抬得太高!把自己贬得太低!这是一开

始就为悲剧埋下的伏笔$

其次!*药渣女# 低估了成功对男人

的影响力$对于一些男人来说!成功不仅

意味着有钱!还有生活会旧貌换新颜$以

前条件不怎样! 凑合着和黄脸婆一起生

活!如今有了钱!身边的诱惑会增多!定

力不够的!怎么会不换个年轻美女( *药

渣女#总认为!男人的成功!也有自己的

功劳$ 殊不知!对于*陈世美#来说!不堪

的穷困!连同陪自己一起艰苦过的女人!

都可能是他不想触及的过往$ *药渣女#

倚仗的资本!恰好是其致命之处$

*药渣女#很可怜!在她们看来!完美

的爱情在于男人的强大$ 为了让男人足

够强大!*药渣女# 常常不惜榨干自己的

精华!忘了把自己经营得更美丽和强大$

结果!事与愿违$良药再好!精华熬尽!也

唯有被丢弃!女人们当引以为戒$

成功的男人!身边是失色的女人+成

功的女人!身边往往是平庸的男人$这样

的搭配! 绝不是完美的爱情! 完美的爱

情!应该是双方比肩而行$

也不是说在爱情里就不需要为对方

付出$ 愿为爱付出的女人! 若不想成为

*药渣女 #! 前提是自己得是一服良

药,,,论外在!会自己经营得美丽体面!

论才干!不在身边的男人之下!两人一起

为未来努力$

爱一个人!无须将自己熬成药渣$女

人在充实他人的同时! 也别忘了为自己

增添本钱!这才不至于年华老去!成为男

人弃之唯恐不及的*药渣女#$

"广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