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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丁克是夫妻双方心甘
情愿达成一致都不想要孩子，才
能称丁克一族。我想要他不要，
而不要的原因是要不了，这种被
逼无奈的选择叫什么丁克？可陆
羽态度很坚决，死咬住不接受供
精，不但我，连公公婆婆劝都没
用。还说什么现在不想要孩子的
女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我就非得
要孩子，我如果不是故意为难，就
是心里没有他……

结婚近一年，我和陆羽之间
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虽然
有时觉得他说话行事很不成熟，
可也没认真计较过。没想到在面
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不
成熟，不仅仅是不成熟，而是太自
我，太自私。

说服不了他，又下不了决心
从此断了儿女缘，我只有哭，觉得
工作有什么意义，买房存钱有什
么意义，做什么都没有了意义，反
正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在这
期间，我妈便血，我爸陪我妈去医
院检查，检查出肠癌。就在取检
查报告那天我都没陪在父母身
边，我真是个不孝女儿，那段时间
一心只有自己的事，我爸陪着我
妈看病，而我只陪着自己的老公
去医院做无用的努力。直到知道
我妈的病情，我觉得自己都快撑

不住了，我爸却强做乐观地鼓励
我说，一切有他，让我放心。

哪怕是在这种时候，父母都
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觉得自己不
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必须得负
起责任来，起码得负起对父母的
责任。接下来的日子，安排给我
妈的手术，在病床前陪护等等的
忙碌，暂时放下了我们的事。这
期间陆羽也有曾过来看，尽管很
不在状态，但我和我父母都不能
苛求他了，毕竟他自己也在难
受。那段时间的奔波操劳难受我
都不愿去回想，什么事都凑在一
起，真不是人能承受的，但你还不
得不承受。短短一个月时间我瘦
了十来斤。

我妈住院给我的触动很大，
更坚定了我要孩子的决心。展
眼一看，老人病床前陪床伺候的
大多是子女，中国国情如此，有
谁 比 亲 骨 肉 更 贴 心 更 能 指 望
呢？没有孩子，等自己老了怎么
办？而且，我父母就我一个女
儿，我如果不生孩子，他们的血
脉就真的断了，而且，他们到死
也不放心啊。

思虑再三，我做出让步，我对
陆羽说，既然你不接受供精，那我
们抱养个孩子好了，养育恩大于
生育恩，就算是抱养的孩子，我们

好好养大也和自己生的没有两
样。他还是不答应，说绝不会替
别人养孩子，如果我非想要，他不
会认，更不会管这个孩子的。又
说我自私，不考虑他的感受。

我自私？他不知道我做出这
个决定有多难吗，谁不想要自己
的孩子，我这么做只是丢不下他，
不想轻易放弃婚姻。可就算这
样，他还是丝毫不让步。我改变
不了他的想法，他有权坚持自己
的选择，我无法指责他，也不能勉
强。

不要孩子就意味着我俩老无
所依，而且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失
去了意义。我问他，我们将来怎
么办？他说，没有怎么办，他生不
了孩子，他还有弟弟，弟弟总会有
孩子的，陆家的香火不会断，将来
他会把所有的财产交给弟弟侄
子。我说，那我呢？他说，你也一
样啊，反正你也没有兄弟姐妹，我
们是一家人，将来自然都要给我
弟弟他们了。我顿时无语。

他倒想得开，他有亲弟弟，我
没有，那我这辈子所有的努力就
是为了他的弟弟及弟弟的孩子
了，那他有没有考虑谁来为我的
父母负责？他的弟弟还有侄子
吗？真是笑话！

 

后记后记

哪个女子在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不希望与自己所爱的人白头偕老，不
憧憬长长久久的幸福？时间才过去两
年，那场隆重而甜蜜的婚礼恍如昨天，
却已物是人非，天各一方。原以为我
和他一牵手就是一辈子，最终发现我
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样爱他，而他，也
没有曾经表现的那样爱我！

所谓爱情，竟是如此的脆弱，真的
经不起考验。

可是，我们曾经很相爱，在一起时
也真的很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情，
我不会选择他；也是为了曾经的幸福，
我才想在这里写下自己的故事。

2014年5月1日，我和陆羽（化名）
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个人有过一段甜
蜜的时光，刚开始的半年，也没准备要
孩子，想着顺其自然吧。转眼大半年
过去了，和我们同时结婚的两对夫妻
陆续传来了媳妇怀孕的消息，只有我
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又没有刻意
避孕，就算顺其自然孩子差不多该有
了。两家老人都沉不住气了，我是我
父母的独女，他们盼着抱外孙呢。陆
羽倒有个弟弟，可他比我还大3岁，他
父母早就急着我们要孩子呢。于是，
便催我去医院检查，怀不上孩子的是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有问题，我也以为
问题在我，从来没想是陆羽的问题，因
为他身体特别好。于是，我去医院做
各种检查：查激素，检测排卵等等，都
很正常。又想是不是月经不调，就找
了在妇产科方面特别出名的中医，一
连吃了三个月的中药。可是，肚子还
是没动静。那中医大夫就说我的身体
实在没什么问题啊，建议男方去查一
下看有没有问题。

我把大夫的建议转达给陆羽，让他
去医院检查。他却很不情愿，说他身体
这么好，能有什么问题。后来被催急
了，就是各种的拖，说年底忙，等闲下来
再去医院。等年底工作忙完了，又说快
过年了，等过完年再说。等过完年，他
再没法往后推了，这才不情不愿地去了
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简直是晴天霹雳，
不是我不孕，而是他不育。

有病治病，对检查结论刚开始总
归是不信服不死心的。于是，我陪着
他换了好几家医院重新检查，各种检
查后各医院的大夫结论一致，对他的
生育能力判了死刑，建议我们选择供
精，就是从国家精子库里选择精子，生
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而跟他没有基因
关系的孩子。

这个诊断结果出来后的那些天，我
几乎天天哭，哭得都上不了班。特别羡
慕那些怀孕的姐妹，甚至不能看见挺着
肚子的孕妇，一看见心就刺痛，不能接
受自己会没有孩子。我爱陆羽，我无比
渴望和他能有个孩子，可这个最普通不
过的希望在我却成了奢望！那段时间
我总在网上浏览宝宝们用的东西，忍不
住要看，看见了就哭。怎么都接受不了
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个很善
良的人，从没干过坏事，为什么这样的
事会落在我的头上？

刚开始我是接受不了供精的，怕供
精生下的孩子会不健康，怕生下孩子会
被流言蜚语所中伤，也觉得这样对未来
的孩子不公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
是谁）……思前想后，顾虑重重。思虑
了很久，最后终于想通了，谁不想要自
己的孩子呢，可也只能选择这个办法
了。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保全他的尊严，
公婆知情后也表示同意。怎么都没想
到，陆羽却接受不了，他说，宁可丁克，
也不愿养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我知道，人都是自私
的，我也一样。我不能站
在道德高度苛责他。若
我爱他爱到全无私心，也
许我会接受不要孩子，可
我做不到。而且，我对他
不顾我的感受和利益产
生了怨怼之心。

我父母刚开始对孩
子的事持开明态度，说尊
重我的决定。当他们知
道陆羽不接受供精，甚至
不愿意抱养孩子的时候，
态度变了，说如果我愿
意，他们支持我离婚。因
为从这件事上看出陆羽
的为人，一点都不替我考
虑，不为我着想，在他心
里他的父母弟弟是远重
于我的，我父母对他已经
没有一点信心了。本来
接受供精做试管婴儿很
伤害身体，很受罪，最重
要的是，我受了罪人家还
不领情。那何苦来哉，不
能生育的又不是我！

他终归没有任何让
步，我说我想要孩子怎么
办？他说那就离婚吧，不
想耽误我。我说如果你
坚持不要孩子，就只能这
样了。说出这句话的时
候其实心很痛，到底还是
不舍，可是，似乎再没有
别的选择了。我在心里
抱怨过他的自私，后来想
想自己其实也挺自私的，
就想算了吧都差不多，都
不愿为对方妥协。

我同意离婚，他的态
度又不同了，吵架时他说
他没有对不住我，他又没
有故意欺骗我，结果却是
我伤害了他……听他这
样说，我觉得自己终于可
以死心了，可以毫无牵挂
地走再不回头了。以前
我总是怕伤害他，结果却
是自己被无情地伤害。
现在我还是会痛苦，但我
已 经 清 楚 自 己 的 选 择
了。现在回顾两个人一
起走过的路，我也有错，
没有孩子我没有信心能
陪他一辈子，我爱他还没
有爱到这种程度，就当我
自私吧。

受伤的爱情最终没能白首
讲述人：杨枫（化名）28岁 采访人：陈芊

爱情很美！可往往只是看
起来很美，当爱情遭遇核心利
益的时候，一般很难经受得了
考验——

按本文讲述人所说，人都是
自私的，包括她自己。

所以，也不用苛责谁，也不
用抱怨谁，各人有各人的立场，
便有各自的诉求。老公觉得侄
子犹子，对老婆来说，小叔子的
孩子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罢了，如何甘心一辈子为他人作
嫁衣裳？

分道扬镳是迟早的，可以理
解。话说回来，所谓爱情，还有
婚姻，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就是
为了子嗣么？

原以为一牵原以为一牵
手就是一辈子手就是一辈子，，
谁知道爱情竟是谁知道爱情竟是
如此脆弱如此脆弱

不接受供精不愿抱养孩子不接受供精不愿抱养孩子，，将来所有就归他的弟弟将来所有就归他的弟弟

我爱他没我爱他没
爱 到 不 要 孩爱 到 不 要 孩
子的程度子的程度，，这这
算 是 我 的 自算 是 我 的 自
私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