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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钟老师! 您好" 最近我一
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要结婚了! 我很犹
豫! 不知道该不该去# 其实我很想去
现场看一眼! 但又怕自己控制不住情
绪! 做出伤害她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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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女生! 比我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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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嗯$$怎么说呢% 具体说
来! 我和她其实算是情人关系&

时间要追溯到半年前! 有一天我
闲来无事! 便在网上玩游戏& 见游戏
里一个女孩在 '孤军奋战(! 就出手
帮她解了围! 然后加了她为好友& 此
后! 我们几乎每天都上网聊天! 我知
道她叫沈冰! 知道她爱看欧美电视
剧! 喜欢听抒情歌曲! 还知道她爱吃
甜食! 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 也就越
来越想见见她的样子&

没想到! 见面后我就对她一见钟
情& 初秋的季节里! 她那天穿着一件
粉色的泡泡袖上衣来见我! 留着齐耳
短发! 看上去既清纯又楚楚动人& 一
见面她就娇俏又不失幽默地说) '大
侠! 上次多谢你出手相救呀&(

一句话! 瞬间就拉近了我们的距
离! 好像我们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一般&

我打趣说) '不用谢啊! 要谢的
话! 你是不是要以身相许%(

那天之后! 我便对她展开了追

求& 每天一下班! 就到她单位楼下接
她! 经常送她些玫瑰和小礼物! 半个
月以后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但
我的心里却时常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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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因为我已经结婚%年了!

我有我的家庭! 不可能毫无顾虑地和
沈冰享受幸福&

AB! 你一直对她隐瞒了你已婚
这一点%

9:! 没有! 在她答应做我女朋
友那天! 我就告诉她了& 我很坦白地
说) '我是结了婚的! 已经%年了!

不太可能离婚! 但我是真的很喜欢
你! 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希望你自
己先想好&(

没想到她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说) '没关系! 看你的年纪! 也知道
你不太可能还没结婚&(

当天晚上! 我们就一起在附近的
宾馆过夜了& 才刚大学毕业一年的沈
冰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我没开口问!

她也没开口解释& 往后的日子里! 每
次我打电话约她! 她只要有空! 基本
都会欣然赴约! 甚至有时候也会主动
约我出来玩& 上班时! 我偶尔会接到
她发的一些短信! 都是 '好想你( 之
类! 看得我脸热心跳! 仿佛又回到了
年轻的时候& 但随着我对她感情的加
深! 我们之间的矛盾! 也逐步显现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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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说得很有道理! 我和沈
冰后来的根本矛盾! 也正是这些& 平
时我们俩之间的共同话题就不多& 此
外! 和她的感情渐入佳境之后! 我曾
经想过为她离婚! 就在今年过年之
前! 我曾专门把她约出来谈过&

我问她) '如果我可以离婚! 你
想不想嫁给我%(

听我这么说! 她便笑了) '我当
然会考虑啊! 傻瓜&(

虽然她很快恢复了嬉笑! 但我还
是从她闪烁的言辞中听出了犹豫& 本
来我当时是想和她一起规划未来的!

但她并没有特别想嫁给我的意思! 我
自然就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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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可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吧" 我觉得婚姻能够有效地帮我留住
她& 我说过! 我比沈冰大#$岁! 这个
年龄差距就导致我们之间有很多冲
突&

比如说! 有一次我和沈冰一起
看电视剧! 一个很本分的妻子后来

出轨了! 在我看来! 她其实情有可
原 ! 没想到沈冰却突然冒出来一
句) '结婚之前就该多玩一玩! 结
了婚才不会后悔呀! 要不然婚后肯
定受不住诱惑&(

这句话仿佛一把飞刀直接戳到了
我心里! 一方面好像是在嘲笑我婚后
经不住诱惑* 另一方面! 又好像侧面
说明她只是想和我玩一玩#

而且! 即便是在和我约会的时
候! 她也经常接到其他男人的电话!

在我面前并不避讳! 有时候甚至直接
说) '他是在追我又如何%(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名不
正言不顺! 想要摆正自己的地位! 光
明正大地和她在一起! 把她管束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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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沉默了一会! 仿佛在思考我
的评论# 过了许久! 才说道) '你说
得对! 感觉我的确是想赢! 好像能和
她结婚便是赢得了一场较量# 是我和
她的较量! 我和她那些追求者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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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好像的确如此# 婚前追她的时候迫
切地希望得到她!我那时候以为这就是爱了#

所以我并没有真正考虑两人的性格是否合
适!就和她领证了!直到婚后!一些矛盾才渐
渐暴露出来# 我们俩都是急性子!很容易就吵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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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说我和陈芬的冲突在于性格
都太尖锐!那么我和沈冰的冲突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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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早在和陈芬结婚之前我就能
这么想就好了!好在这么多年磨合下来!我们
之间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相处之道! 没那么容
易吵架了#

我想!如果真的和沈冰结了婚!那么在她
接听其他男人电话的时候! 我便终于有立场
能去管她了# 但她玩心不定! 其实再怎么去
管!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其实很少#

但我始终没法忘记!她通知我她就要结婚的
那一刻!我有多愤怒#据她所说!她和她的未婚夫
是今年过年回家时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的#这两
个多月来!她都是一边和我保持联系!一边和那
男孩约会# 他们俩相见恨晚!竟然决定这个五一
就先把酒席办了"

听她这么一说! 我便有种被戴了绿帽子

的感觉!她怎么能一边和我联系!一边接触别
人呢% 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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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看到她给我在&&上留言交代这一
切的时候!我真是怒火中烧!尤其她最后还告
诉了我他们结婚的时间和地点!说)'你要是来
观礼!我也很欢迎!就当是在我人生最重要的
关卡再送我一程吧" (

说实话!我非常不想让她如愿!我甚至想过
要去大闹婚礼! 还准备了她和我在一起拍的相
片!准备了刀!甚至准备了一瓶硫酸# 我自己都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也很怕自己会干出
傻事!这才拨通了您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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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时候我爸妈总爱拿我和哥哥作比
较!数落我什么都做不成+不如哥哥!所以一直
以来我的自尊心都特别强! 生怕哪里不如人!

如果输了就特别难受&其实现在哥哥一家过得
很差!还经常要我接济!爸妈对我的态度也好
了& 但我养成了习惯!一直比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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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好的"谢谢您的开解!我不会去参加
她的婚礼了!我会把她的联系方式都删掉&

123456789:;!:

<!:=>?8@ABCDC

123E?8!!:FGHI

JK"L#MNGOP"Q#

1

2

3

R

!

:

S

8

A

量! 也是我和妻子的较量+ 和命运本身的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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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她! 但出了这
样的事情! 也不能完全怪我&

我做建材生意!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武汉!

而妻子陈芬却一直带着儿子住在老家& 我每
个月都会回老家看他们! 但是常年在武汉独
自生活! 我也很寂寞! 于是闲来无事便喜欢
打个游戏上个网& 我结婚比较早! !'岁就和
陈芬去领证了! 当时有些冲动仓促! 可能我
们并不完全合适! 婚后常为了琐事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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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芬长得很漂亮! 在我们老家一
直是有名的 '一枝花(& 当时追她的男孩很
多! 我就想) 一定要把这个女孩追到手" 然
后! 我便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追求+ 凭借自
己出外闯荡的经历最终获得了她的芳心& 为
免夜长梦多! 早早和她领了证! 把事情定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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