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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结婚一定意味着两人特别
相爱,可我看到的,还有自己经历的,却是
大相径庭。先说我父母的婚姻吧。在公
众眼中,父亲是个绝佳好男人,勤劳能干,
爱妻护女,母亲则扮演着受宠的娇妻。
只有我明白,他们的婚姻无非是锦袍里
面的虱子,作秀罢了。两人在家面对面
都是冷若冰霜,从我有记忆开始,父母就
是分居状态,然而,只要进入大众视线,他
们一定要手拉手,亲切地低声细语,摆出
一副模范夫妻的经典版本。父亲后来有
了情人,夫妻两人依旧上演恩爱秀,我都
替他们大跌眼镜。

在我两岁时,母亲因妇科疾病摘除
了卵巢,她的心理、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的身体已经
严重影响到她的私密生活,她和父亲属
于常年的“无性夫妻”。而母亲对我可谓
冰火两重天的极端,疼起来,恨不能把我
搂在怀里咬一口；怒起来,什么恶毒的诅
咒她都能说出口。七八岁时,我和邻居
男孩玩“过家家”游戏,我妈骂我不学好,

“跟你爸一路货。”我都怀疑,这是亲妈吗?
她的语言暴力就像幼苗长成了参天大
树,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和母亲成了
死对头,她一抱怨是为了我而不离婚,我
立刻出言不逊反击她,“是你离不开我爸,
自己没能力离婚,别拿我做垫背。”我甚
至邪恶地想,有你这样的妻子,活该我爸
找情人。

类似父亲这种所谓的成功男人,在
外养“小三”的太多了。我曾问过父亲,
既然嫌妈妈不是完整的女人,你可以离
婚,重新选择自己的爱情呀。我爸伸出
大手掌,拍拍我的脑袋,故弄玄虚地说:

“你不懂,离婚会涉及很多事情的。”其实,
我什么都懂,父亲口中的“很多事情”,无
非是财产、面子、社会影响而已,他要是
真和情人结婚,我倒佩服他为了爱情而
冲出“藩篱”的勇气。

再说说我的经历吧。方毅(化名)是
我父亲生意场上的朋友,和我爸几乎是
同龄人。可想而知,我和他的恋爱在当
时多么轰动。那时我二十出头,对爱情
仅凭感觉,只要两人单纯地相爱就好,况
且,我非常了解方毅的婚姻,同我父母一
样,也是为了面子凑合。既然方毅不爱
妻子,爱我,那我就耐心等他离婚。以前
我在家十指不沾阳春水,为了方毅,我开
始学做饭；我最厌恶鱼腥味,但他爱吃鱼,
我捏着鼻子、戴着手套清洗鱼鳞,忍着厨
房的油腻,为他做出鲜鱼的美味,同时,顶
着外界的闲言碎语和我妈的羞辱,一门
心思等方毅离婚。

谁曾想,方毅比我爸还要
精于世故,他坚决不肯提出离
婚,一是害怕财产分割、孩子归
属的问题,其次,担心落下抛弃
糟糠的骂名。我告诉他,你可
以净身出户,我不稀罕你的财
产。“果果,你没有经历过婚姻,
这里面的牵连太复杂了。”我是
没结过婚,可你既然害怕离婚,
就别来和我谈情说爱呀。扯拉
了半年多,得知我怀孕的消息
后,方毅的妻子拿着菜刀把我
家砸了个稀巴烂。当时,要不
是方毅和我父母拼命拦着,这
个疯狂的女人真能把我给杀
了,她咬着牙警告我:“今天我敢
砸你的家,明天就敢砍你的脑
袋。”我也急了,要报警。想不
到方毅上前摁住我的手机,劝
我不要把事做绝,我一巴掌扇
在他的脸上,破口大骂:“卑鄙的
男人,在我面前把你老婆贬得
一 无 是 处, 有 能 耐 你 别 护 着
她。”

像我父亲、方毅这种人,一
味看重面子,守着无爱的婚姻,
我最看不起,有招惹外面女人
的花心,却没有承受外界压力
的胆量。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满
城风雨,然而,没有人指责方毅
对婚姻的不忠,我反倒成了众
矢之的。真不公平,倘若方毅
没有亲口告诉我他要离婚,我
岂能和他婚前同居,傻傻地等
着自认为很伟大的爱情。更何
况,我不是死缠烂打的女人,看
出方毅根本无法离婚,便和他
断了来往,可所有的脏水和罪
名都得我一人承担,也彻底影
响了我以后的情感生活。

我和家洛(化名)恋爱的时
候,压根儿没想到他居然会在
意我的“过去”,因为,他和前女
友有两年的同居史,再说,恋爱
之前的私事,也没必要向对方
交代,家洛却总爱有意无意打
探我和方毅的细节。我上QQ
聊个天,他说我不正常；我和异

性朋友出去玩,他恨不能把手
机打爆,每隔几分钟便要详细
盘查；我手腕上戴着一个钻石
手链,也会遭到他的无端猜忌,

“这是不是方毅送给你的?”我
多次警告家洛,我的过去和你
无关,嫌我就分手,我有自己的
生活圈子,不可能成天围着你
转悠。

随后,我陷入了被无休止
猜疑的恶性循环中。有一次,
我俩外出吃饭,因为我常来这
家餐厅,和服务生很熟,他们深
知我喜爱吃什么,所以,我都没
看 菜 谱, 服 务 生 便 依 次 上 菜
了。家洛很不高兴,盯着桌上
的菜,突兀地说了句,“你俩以前
常来这里吧?”别人恋爱是开
心,我却像受审的犯人,动辄就
得坦白“罪行”。平心而论,家
洛除去疑心重,其他方面都不
错,他也曾多次表态很喜欢我,
可惜,他得寸进尺地多疑,最终
将这段爱情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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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曾
经说过:心智成熟的人善于总结
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这是让他们
事业有成和生活幸福的秘籍。

每个家庭都有其固有的生
活模式与状态,这是基于不同的
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格特
点和不同的交往方式决定的,很
难界定这些状态的对与错,只是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与评
价罢了。

果果把父母的婚姻定义成
貌合神离、虚伪作秀,确实有果果
的切身感受,但即便是这样的婚
姻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抑或说无
奈,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适用一
个标准。有人认为相爱就在一
起,不爱就彻底分开,但还有相当
一部分婚姻是游历于爱与不爱
之间,在亲情、友情抑或感情的交
集当中存在的,过分追求极致情
感与完美爱情的想法与做法是
有些偏颇的。

对于前男友的婚姻,果果也
把它定义成“和自己父母一样,为
了面子凑合着”,因此,她一门心
思地等着对方离婚。当对方妻
子找上门来的时候,果果如梦初
醒,原来对方一直在骗自己。愤
怒之下她破口大骂:“卑鄙的男
人,在我面前把你老婆贬得一无
是处,有能耐你别护着她!”

果果搞不懂男人是怎么想
的,明明不爱自己的老婆,为什么
宁肯将就维持婚姻,也不离婚,还
要找情人?他们到底把妻子以及
外面的女人当什么了?

当一个男人面对婚外女人
诋毁他自己婚姻的时候,女人们
要警惕了!这多半是别有用心
的。多数男人都是抱着玩玩的
心态和婚外女人交往,从来就没

想过要离婚,但男人知道,不否定
自己的婚姻就很难得到婚外的
女人(得到并不意味着要结婚)。
至于“不爱自己的老婆”和“将就
维持着婚姻”两句话,前者是男人
的谎言,后者是婚外女人的误
判。男人通常把妻子和婚外女
人分别当成牌位和工具,两者作
用不同,各有功用。

每个人都有“过去”,丈夫大
都在意妻子的过去,这是因为男
人更害怕背叛,即便妻子在认识
丈夫之前与他人有过“过甚”交
往,也会被丈夫看成是对他的背
叛。而妻子关心的只是相识后
的丈夫,只要丈夫对自己负责,哪
怕过去曾经与他人有过“过甚”
交往,妻子未必十分介意,一般会
认为那些都与自己无关。鉴于

男女的心理不同,理性且适当地
处理和表述自己的过去,对建立
良好的男女抑或夫妻关系作用
巨大。(准)妻子切勿以女性心

理面对(准)丈夫直白袒露自己的
过去,那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抑或是灾难,在这个问题上
善意的谎言不是欺骗。

过去的经历绝不是今后的
绊脚石,恰恰相反,过去的经历都
是难得的经验,没有这些经验反
倒容易被类似事件羁绊。为什
么果果总会被同一个问题所伤
害呢?这显然与她的任性和固执
有关。正确的做法是认清父亲
和前男友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避
免过分自我和固执任性给自己
带来的麻烦,改掉桀骜不驯、我行
我素的毛病,学会适当地修饰和
包装自己,给对方也给自己留有
一定的空间,以这种心态和男友
交往,定会获得幸福美满的婚姻
生活。

我今生注定与幸福无缘我今生注定与幸福无缘
讲述人：果果果果（（化名化名）） 2222岁岁 采访人：源齐源齐

果果原本想用“婚前
同居”获得真爱,可惜,现
实与她开了一个很大的
玩笑。和果果通话,感觉
她戾气很重,“凭什么小
三要受到谴责,男人就没
错吗?”她提出很多疑问,
这样极端的心态,的确需
要 心 理 老 师 的 专 业 疏
导。说句题外话,希望某
些男士也能多看看果果
带有问号的疑虑……

那天,家洛拿着他的手机,俨然一
副审判官的姿态,对我说,他收到了几
条匿名短信,是关于我和方毅的。那
些短信我全看了,里面所说的内容有
真实的,也有添油加醋虚构的。我猜
不出发短信的人有何企图,是方毅,还
是另有他人?外人又是怎么知道家洛
手机号的?我怀疑是家洛自导的把
戏,因为“短信事件”发生后,他不停地
追问我,“你除了方毅,还交过几个男
朋友,你真的就堕过一次胎吗?”那一
刻,我彻底被激怒了,对着家洛拳打脚
踹,发了疯似的朝他吼道:“见鬼去吧,
少拿贞洁烈女那一套控制我,你的同
居史难道就天经地义吗?”

家洛患得患失的神经质,完全粉
碎了我对爱情的向往,还没踏进婚姻
的大门,仿佛已经看到了以后的悲剧,
我不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在家洛面
前忍辱偷生一辈子。说实话,我真搞
不懂男人到底怎么想的,例如:我父亲
和方毅,明明都不爱自己的老婆,可
是,宁肯将就着维持婚姻,也不离婚,
还要找情人,他们到底把妻子以及外
面的女人当什么了?还有家洛,如果
嫌我,完全可以不与我谈恋爱,何苦一
边说爱我,一边翻过脸来还要羞辱
我?况且,家洛也有婚前同居,他的前
女友在面临下一段爱情时,不也成了
有“过去”经历的女人吗?家洛的所作
所为就不该受到责问吗?凭什么污水
都要往女人身上泼!

恋爱是婚姻的前奏曲,可惜,自从
与家洛分手后,几段恋爱都是因为我
的过去戛然而止。我不是一个坏女
人,也品尝到了“种什么收什么”的恶
果,假如有重生的机会,我绝不会碰触

“小三”这两个字。
现在,朋友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

友,我害怕噩梦和伤疤再次被人无情
地揭开。莫非有“过去”的女人,活该
要与幸福失之交臂吗?我该怎样和新
男友相处?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婚姻
情感?

既然没有爱,何苦还
要坚守虚伪的婚姻

我不是坏女人我不是坏女人,,凭什么要承受无端的猜疑与羞辱凭什么要承受无端的猜疑与羞辱

过去的经历莫非过去的经历莫非
真要成为我今后真要成为我今后

幸福的绊脚石吗幸福的绊脚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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