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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钏苦守寒窑18年
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真

爱故事是一段先悲后喜的故事#悲
的是从一开始#王宝钏家里就不同
意这段婚姻#但为了和薛平贵长相
厮守# 王宝钏不惜与家庭决裂#放
弃荣华富贵来到了寒窑$ 新婚没多
久的夫妻俩又因为战事两地分居#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 喜的是他
们相互之间的爱情从未改变过#在
排除误会后#爱情的力量让二人冰
释前嫌%%该故事还卷入了一场
涉及&裸婚'&小三'&虐恋'的情感
守卫战$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其完
全就是部&矮矬穷'遇到&白富美'#

历经努力变成&高富帅'的进化史$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真
爱更是人们最终的追求# 但王宝
钏对爱情的坚贞与苦守# 却引起
了观众的强烈反响(&真有这样的
爱情# 值得一个女人用一辈子去
等待吗#'

爱情是自私的# 即便再深明大
义的人也是无法忍受与他人共分
享一个男人的爱$ 宝钏爱平贵#浓
烈却无私#深厚却纯洁#这样的爱
正是现今社会所缺乏的$ 如此爱着
一个男人# 最终却无法长相厮守#

宝钏的心该有多痛#多苦$ 别说#为
了爱情#等待不求回报这样冠冕堂
皇的话#若真不求回报#那为何苦
苦等待呢#而薛平贵#大家也许觉得
他是个&三好男人'而非负心汉#他
接回了糟糠之妻宝钏# 纳为正宫$

如此看来#多么完美的结局$ 但是#

宝钏始终是个悲情的角色$ 在一夫
多妻制的古代#故事或许可以画上
完美句号# 王宝钏被奉为贞洁烈
女#女子之典范#而现代呢#她就是
个悲剧#一个被&小三'打败的不折
不扣的失败者$

有的人记住了旷世奇恋 &平钏
恋'#有的人羡慕了平贵和宝钏之间
毫无杂质的爱情# 有的人赞誉了宝
钏为爱忠贞$ 却也有人为宝钏久久
的等候所叹息$ 人生苦长#也苦短#

总有些东西值得人用一生去等待#

但为不值得的等待耗尽青春# 耗尽
一生#你#认为值得吗#

!

古装爱情传奇剧 !薛平贵与王宝
钏" 被观众们誉为古代版的 &裸婚时
代'$相国千金王宝钏为了和一无所有
的薛平贵长相厮守# 不惜放弃所有荣
华富贵住进了寒窑# 两人的结合完全
就是一场大胆的&裸婚'$但是这场&裸
婚'总让人觉得有些&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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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断绝关系的王宝钏身无分
文#而她爱上的薛平贵也是一无所有#

简单婚礼举行后他们不得不住在寒窑
中#虽有爱情的滋润#然而生活还是离

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填饱肚子#

两人不得不去地里挖野菜充饥# 让人
觉得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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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平贵和王宝钏的&裸婚'后遗症
还不止体现在生活环境的艰苦上#原
本就与王的家世背景有巨大差距的薛
平贵没有任何权利关系# 在古代没有
权势很难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虽然薛平贵凭有一身绝世武功# 一颗
爱国的心#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

征战沙场# 但在边疆的战场上薛平贵

仍逃不开魏豹的&魔掌'$ 王宝钏苦守
寒窑十八年# 虽然换来了薛平贵在战
场上的风光无限# 仍有观众为王宝钏
叫屈(&王宝钏太辛苦了# 她最好的年
华都在等待中度过# 古代的裸婚伤不
起啊$ '

#

">?>6@A>BCD

征战沙场的薛平贵屡获战功#引
起西凉国公主代赞的注意# 最终不仅
娶代赞为妻# 还顺利当上了西凉国的
国王#有钱有权还拥有了一切$但他似
乎忘记了在远方的贫窑# 还有曾经大

胆和他&裸婚'的妻子$ 而在寒窑艰苦
度日#每日仅靠野菜为生#一等就是十
八年的王宝钏# 最终换来的是丈夫已
经另娶妻子的消息$

总之# 最后俩人之间的误会解
除#薛平贵将王宝钏接回西凉国并封
她为皇后#从此结束了艰苦的&裸婚'

生活#但美好的结局并不能完全抚平
观众心中的忧伤#有观众认为(&对王
宝钏来说#裸婚的代价太大了#这部
剧也能折射出现代人的婚姻#裸婚有
风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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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现代古代裸婚都有风险
"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
在自行车上笑'#某电视相亲节目里一
女嘉宾的这句&名言'#曾引发中国人
对婚恋观的大讨论$有专家指出#这说
明了社会在进步# 人们在追求自己的
婚姻爱情时更为慎重)更为理性$

对此#侯哥认为#首先#社会进步#

婚恋观也随着改变# 对婚姻爱情的追
求应更为慎重)更为理性$寒窑苦守十
八年见证了王宝钏对爱情的坚贞$ 对
爱情的坚贞# 不论是在何时何地何人
身上#都是应该受到礼赞的$ 其次#王
宝钏在过去一直是被誉为爱情贞烈圣
女形象# 是理想的化身# 放在现代社
会#她仍是一个理想化身#正如当今的
一些&剩女'对爱情至上的追求一样$

爱情是高尚的#宁缺忽滥#有人表示哪
怕坚守一生换得来真爱也不为晚$ 因

为#爱就是坚守#并不失时机地大胆放
手追求$ 第三#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只
要两个人以心身相许#相互包容#真诚
相待#忠贞不渝***这就是真爱#而为
真爱献出一切乃至生命#都是值得的$

再说薛平贵#那也应该历史地看
问题#在一夫多妻制下#他是一位好男
人$ 出身贫寒#却胸怀大志#为妻儿扬
眉吐气#毅然从军建功立业#这样的一
个优质男怎么不让女人期待+ 因时势
多变#让他与代赞公主再婚了#但他并
没有忘记寒窑中的妻子王宝钏# 仍然
不失为真爱操守的男人$ 王宝钏为他
坚守寒窑$%年#值了$ 当然#如果以现
代的婚恋观看待这段爱情# 王宝钏的
择偶观那是一文不值了$

那么#爱一个人到底应该等多久+

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统一标准答案$海

南省$&!''心理援助中心专家组成员)

海南省司法医院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国
家二级婚姻家庭咨询师陈正发指出#爱
一个人该等多久+首先是要问问对方爱
不爱你$爱是相互的#不是单一的$如果
对方对你的爱没有感觉#或者说对方心
里从来就没想过跟你在一起#这样的等
待有意义吗+其次是问问自己这个人值
得我爱)我等吗+ 生活中有许多爱情事
例证明# 有些人明知道这种等待是个
未知数#但他,

�

-还是在苦苦的等待#

结果是一帘幽梦$ 在恋爱现实生活中#

常常听到男人对女人说(&我愿意等你
一辈子'$ 这是一句对女人杀伤力很强
的承诺# 很多女人往往为了男人的这
句飘飘渺渺的承诺#感动得一塌糊涂#

自以为找到了&真爱'$ 谁知#这句话#

多年后变成了一种伤害# 一种痛苦的

记忆$ 事实上#很多誓言和承诺在爱情
结束后会变成一种伤害$

陈正发指出# 爱情的意义不是让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而是需要两个
人共同的付出#彼此幸福$ 我们总是在
等待着那些幸福的脚印#只有两颗心真
心经营爱情#那才是真正的爱情$ 等待
一个人没有错#真爱是需要等待的$

总之# 婚恋观念的巨大变化和现
代社会年轻人面对的巨大生存压力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对王宝钏&寒
窑苦守十八年' 的择偶产生强烈不平
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婚恋专家指出#

面对人生大事之一的婚姻# 父母和孩
子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心态#不要浮躁#

不能为结婚而结婚$当今这个社会#要
鼓励人们真正用心去对待情感# 放下
过多的物质负担#让真爱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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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爱回归本位
#

C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C

C

C

D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

D

值得等待"

678

E F G H

&'

I J K

=!LMN

O;<= #

JPQRS

TUVWX

Y@# Z[

\]^ #N

_`a $b

c% def

g@h9i

3# jkl

m n o p

q%rs#6

78EFG

H

&'

I t

itu&

$

#H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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