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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 我在不停地相亲"

一次! 相熟的老师介绍了他的

同学给我! 那是邻校的一位力学博

士!

5$

多岁! 从未谈过恋爱"

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见面"

看相亲男的第一眼 ! 我就打算撤

了#$$紧绷的西装! 深色深度近视眼

镜! 一口方言! 实在不是我中意的那

种人% 但老师也在! 一顿饭! 我们从

上午
<!

点吃到下午
5

点! 大部分时

间都是他俩在说! 我插不上嘴"

我盛了一碗汤! 相亲男也盛了

一碗"

我埋头喝汤! 他喊我的姓! 前

面加个 &小'( &来! 咱们碰一碗

吧)'

我愕然% &没有酒! 就碰汤)'

相亲男热情提议! 不容拒绝%

为缓解我插不上话* 几乎不发

一言的尴尬 ! 相亲男举着碗说 (

&听说你爱好文学! 我也喜欢 ! 你

看! 我昨天才读了苏东坡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

那时的我是不允许浪费自己一

丁点儿聪明的! 而且无聊了很久 !

于是我迅速回他( &哦! 那请问你

的前妻在哪里.'

轮到相亲男愕然"

他不知哪儿出了错! 老师只好

打圆场"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但我觉得

在相亲对象面前朗诵一首古人悼念

亡妻的词很可笑! 于是! 写了个帖

子! 发在本校粉丝最多的论坛上 "

第二天起来! 我发现该帖被转到一

个粉丝更多的邻校论坛上! 并成为

当天 &十大热门帖' 之一"

跟帖者有起哄的! 有吐槽类似

经历的 ! 有站在理工男立场辩驳

的,,我兴致勃勃 ! 一一点过去 !

直至看到当事人站出来 ! 气愤地

回帖( &太刻薄了)'

赶紧溜"

反正日后也不会有交集! 我也

没啥可愧疚的! 只是担心老师会责

怪我! 但显然相亲男没将事态扩大

化" 此事如帖! 聒噪一时! 不了了

之"

等我再想起这件事! 并有些后

悔时! 已是多年后" 多年后! 我也

到了爱给人做媒的年纪"

一日! 我将小女友的照片发给

某青年才俊! 并将名校出身* 就职

于一线城市最具前景行业* 秀外慧

中等我心中对最优秀女孩的形容词

都用在小女友身上"

好半天! 才俊却发来另一张照

片! 是小女友的工作照! 挂在他们

单位网站的首页"

由于是抓拍! 又是工作照! 与

我之前递交的相亲照判若两人"

&你就介绍这样的给我 .' 才

俊反责怪起我来" 我辩说无效! 撂

一句 &那就算了'! 结束对话" 谁

知半个月后 ! 才俊见到我时又提

起$$$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看了你

给我的那姑娘的照片! 也看了我自

己搜到的真实照! 大家都惊叹图像

处理技术的精妙" 大家哄笑起来 !

恭祝我胃口好"'

一瞬间 ! 才俊的面孔有些丑

陋" 我冷冷地打断他! 告诉他! 推

荐适龄对象! 可不是为了给他一个

指手画脚的机会 ! 幸好没见面 !

&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介绍了 ! 人

家姑娘好好的! 平白无故给你一个

不相干的人做了谈资"'

才俊意识到得罪了我! 连说对

不起"

当天我和才俊还有正经事情要

谈! 气氛必须扳回" 我干脆追忆那

个类似的场景$$$两碗汤的对撞 !

以及当时忍住没说的那句 &

5$

多岁

没谈过恋爱! 恐怕有毛病吧'"

才俊听得哈哈笑 ! 然后说 (

&太刻薄了" 那些年相过那么多次

亲! 不知多少没看上我的在我背后

这么议论过! 想想就滴汗"'

!"#$%

胡里!

如果不是那个陌生女人打来

电话! 你不会知道你女朋友背着

你做的事情" 那个女人的电话动

机很明显! 是在报复你女朋友 !

她破坏她的家庭! 她破坏她的爱

情" 事实证明她成功了! 她挑起

了你的愤怒! 让你知道了你女朋

友的秘密! 也让你知道了她为何

又会回来找你"

那个理由让你很受伤! 毕竟

谁都想把情感放在第一位" 当金

钱战胜了情感! 当情感被利用来

获取金钱的时候! 这份感情的是

非真假! 就要好好推敲一下了 "

虽然她打着还爱着你的旗号! 但

你却不能不怀疑她那些爱里掺杂

了水分"

你甚至会想到! 她以前会为

了
!$

万元离开你 ! 现在又为了

!$

万元回到你身边! 将来会不会

为了
"$

万元再次抛弃你"

真的不排除这个可能"

只是因为她回来得不够真

诚! 她回来得不够坦率! 她回来

有太多的疑问! 她回来得太过迫

切! 她所作所为让人心寒! 她欠

你一个解释"

如果她真心想回来! 她就不

应该再找你借钱! 她怎么能这样

一而再* 再而三伤害你! 原因只

有一个! 她知道你深爱着她! 你

一定会帮她"

但在她的心里! 你并不是第

一位的! 在她的心里! 那个店是

她的一切! 她不能让那个女人把

店夺走 ! 她首要是要保住她的

店! 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权

衡再三 ! 你成了这次交易的首

选"

爱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 你

就是这样" 看到她回来! 你欣喜

万分! 完全不考虑其他! 你以为

她真是回心转意了! 她还是爱着

你的! 当时别说跟你要钱! 要什

么估计你都会给"

这是她最可恨的一点! 她利

用了你的爱"

如果她真的爱你! 她不想让

那件不光彩的往事让你知道! 她

想让你的眼中继续保留她完美的

形象! 她会悄悄地把一切都处理

好! 然后再回来找你! 那个时候

的她是真心悔改了! 你们的感情

还可以继续"

但她没有! 她首先想到的是

她要如何保住那家店! 保住她的

心血! 她不惜欺骗你! 不惜利用

你的真心来帮她还债! 而不是痛

定思痛! 把那个象征着耻辱的店

给卖出去! 还了那笔孽债! 一了

百了 ! 再了无牵挂地回到你身

边" 如果她真的那样做了! 你也

不会接到那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

也就不会有今天你的这些怀疑猜

测"

我不想把女孩想得太坏! 也

许她就是认为你可以成为她身后

的支撑! 但却忘了感情不能掺杂

任何欺骗" 如果一开始她告诉你

一切! 也许今天或许是另外一种

局面"

如果你能原谅她 ! 陪她一

起度过这个坎 ! 那也不失是一

桩好姻缘 ! 这样你也可能收获

她的芳心 ! 成全了一次英雄救

美的故事 " 毕竟在这整个事件

中 ! 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 虽然

她很物质 ! 但成为小三却不是

她愿意的"

但现在通过第三者的口告诉

你! 而且还是这样的场面! 你的

愤怒可想而知! 你的怀疑在所难

免"

当感情蒙上欺骗 ! 任何感

受都会变味 " 在一段被欺骗的

感情面前 ! 你所有的怀疑猜测

都是正常的 ! 那是你做为一个

男人的正常反应 " 你有这样的

暴怒说明你还爱着她 ! 你还想

要她 ! 但是你怕她会再一次伤

害你"

一颗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 !

任何蛛丝马迹* 风吹草动都会让

它迅速生根* 发芽! 长成参天大

树" 你们俩之间已经有了嫌隙 !

再想像从前一样! 那只不过是美

好的梦想"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这样对

你对她都不好" 与其到那个时候

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 ! 不如现

在! 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这个事

说开了吧"

如果你真的太爱她了! 你离

不开她了! 你选择原谅她! 你选

择和她在一起 ! 那谁也无话可

说!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任何人

都没有权利反驳"

如果你真过不了自己心里那

道坎! 或者说你无法原谅她对你

的欺骗! 那就分了吧! 别到最后

闹得连朋友都没法做的时候才说

再见! 那样的场面任谁都不想看

见"

至于你借她的那些钱! 那就

看你的心情了" 如果你选择让她

现在还! 那你就对她明说! 谁的

钱也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 如果你不想闹得

太僵! 或者想让她缓缓再还! 那

你可以让她给你打一个借条! 慢

慢还"

至于以后的事情! 交给时间

吧 ! 因为只有时间可以改变一

切! 包括情感"

柳韵

读者倾诉
柳老师(

您好" 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有个

过不去的坎 ! 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做!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有一个交往两年的女朋友! 我

们俩一直很好! 可是去年的时候她突

然和我分手了! 当时我难过得要死!

我拼命地想去挽回她! 可是她却不理

我! 她分手的决心很坚决! 我怎么说

都没用" 就这样! 我们分手了"

可是就在我刚刚平复心情的时

候! 她却突然来找我! 说她觉得还是

我对她好! 她想和我在一起! 当时我

真的就像做梦一样! 我很开心" 她对

我说她现在开了一家店! 可是资金周

转上有了问题! 想让我帮帮她! 我就

问她需要多少钱! 她说需要
!$

万元!

当时我手里刚好有一部分钱! 我想都

没想就给了她"

她也很高兴! 说她一定会好好打

理这个店! 挣了钱以后会还给我! 我

当时就对她说! 别说什么你的我的!

还钱这样的话!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俩的么"

就在我想着跟她提结婚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女人打过来

的! 她在电话里问我知道不知道我女

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 我就问她是

谁 ! 她说你别管我是谁 ! 我只告诉

你! 你女朋友是个小三! 专门勾引人

家老公! 她那个店就是那个男人给她

出钱开的"

我听完了以后
=

头都快炸了 " 我

跑到她店里去质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她看瞒不过去了! 只好说了实

话" 原来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她

认识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说他离异

了! 想和她好! 并且天天去她工作的

地方找她! 送她礼物什么的! 那个男

人出手很阔绰! 总是带她去那些高档

的地方消费" 也因为这个! 她离开了

我 ! 她以为她找到了一个有钱的男

友"

后来那个男人给了她
<$

万元让

她开了个店! 她没想到这个男人骗了

她 ! 他并没有离婚 ! 她成了一个小

三" 有一天一个女人找上门来! 骂她

不要脸! 勾引她老公! 并且要她要么

还钱! 要么把店抵给她" 她打给电话

给那个男人!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她

没有办法! 又想到了我! 就又回头来

找我借钱! 还了那个女人! 才把这场

风波平息"

我听完都呆了! 原来她把我当傻

子! 一切都瞒着我! 原来她跟我和好

是有目的的! 她是想让我帮她还钱!

好让她继续经营那家店)

我真是气疯了! 我不想听她的任

何解释" 虽然她说她是爱我的! 她会

对我好的! 但是我的心凉了" 我不知

道以后她如果遇到了另一个肯为她花

"$

万元的男人! 她会不会又一次离

开我! 我也很怀疑她的动机和感情"

柳老师!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我

能相信她么. 胡里

回音壁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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