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倾诉人!丹琪" 化名# 女$

!"

岁
!

倾诉时间!

#$%#

年
%$

月
%&

日

情感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责编
'

侯忠材 美编
'

颜鹏

!!!

!!

!!

!!

!!

!

!

!

"""

""

""

""

""

"

"

"

心 语

#

##

$

$$

点 评

我和灿宇的相识很偶然$ 他对我
一见钟情$ 而我是被他一点点打动的%

那个时候$ 我刚被迫结束一段感情$心
情阴郁$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我才慢慢
从上一段悲伤感情中走出$ 他陪着我
笑$陪着我闹$让我的生活又阳光普照%

和灿宇恋爱那会儿$ 我们很有默
契$而在我看来$默契这个事情其实是
暗含着某种缘分的$比如我们会在同一
时间拨打对方的电话$比如我们会不知
不觉冲口而出同一句话$又比如我们会
在某天同时想吃同一道菜$或者想听同
一首歌之类%

所以我无比珍惜这段感情$ 甚至觉
得爱上他便是一种命中注定%但是我身边
的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爸妈强烈反对$

朋友们虽对我表示祝福$却也对我们的关
系持保留态度% 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和灿
宇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灿宇&他

家里既没背景又很穷$ 本人既不高也不
帅$我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我说不出来%如
果按外在条件来说$他确实配不上我%

从一开始交往$我就知道灿宇家里
不富裕$但没想到会那么困难$反正超
出了我的想象% 他的父母老早就下岗
了$之后就开始摆路边摊% 我们关系定
了以后$我去过他家一次$就一间屋子$

还不是自己的$是租来的% 而我家的经
济条件相对来说就好多了$父母工作体
面$我的工作也不错%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灿宇对我
好比什么都重要$ 别看他没什么钱$但
那时的他就是那种身上只有十元钱也
会全都给我买花的男人$他有什么好东
西$第一个想到的必定是我%

而且我的上一段感情就是因父母
的干涉而被迫终止的$ 所以这一次$当
父母再次提出反对意见时$我义无反顾
地坚持下来了%

用这!招避免
离婚后成仇人

爱情到了尽头$总会是些琐碎
的鸡毛蒜皮% 婚姻面临解体$谁都
恨不能一洗胸中怨气%这是人之本
性% 离婚$是最能考验一个人修为
的时候% 但离婚时的很多极端做
法$以及日后的反目成仇$往往也
有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离婚的原因决定离婚时

的手段% 如今高离婚率的背后$伴
随着背叛'冷漠'情感暴力等伤害%

遭受伤害的一方$抓狂恨愤之心可
想而知% 自然而然反目成仇$用尽
各种极端伤害的手段%其实都只是
为了弥补内心中的不平衡%

其次!离婚的时长决定离婚时

的态度"很多中国夫妻的离婚大战
持续时间是极长的$中间经历了挣
扎'妥协'伤害((到最后不得不
离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 回想之
前付出的青春$心中只剩下恨%

尤其很多夫妻为了一些不得
已的原因而勉强维持过一段时间$

比如孩子'老人'面子%到最后终于
下定决心$仅有的一点耐心也荡然
无存)

另外!传统观念令离异夫妻老

死不相往来"中国人心目中$离婚$

便得恩断义绝%大家总觉得离婚是
件没面子的事$ 会让家庭蒙羞$所
以为了避免这种羞辱感$很多人会
把离异的对方视作路人' 乃至仇
人$因为大家总觉得$唯有不见$才
能彻底避免伤害%所以导致很多离
异家庭的子女$从此彻底*失去+了
父母中的一方% 实则是观念害人%

总结以上种种$要最大程度的
避免离婚后的伤害$在分手时就应
该做好几件事%

!

#留不住感情留住尊严

很多夫妻一旦分手!会泄愤式

的专挑对方软肋戳!诚然这是为了

发泄感情受挫的怨气!却令事件越

发复杂化" 很多离婚大战打到最

后!演变成了一场#自尊保卫战$!

为了维护面子!不惜用极端的伤害

手段对决到底% 给对方留点尊严!

等同于保护自己"

"

#留住彼此的秘密

隐私是婚姻的秘密!一旦宣扬

出来!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只是

会娱乐了路人" 留住两个人的秘

密!也就留住了&再见不是仇人$的

退路%

#

#留住孩子心中永远的$好父

母%

不要为了拉拢孩子而刻意攻

击对方% 很多夫妻离异时!为了争

取孩子的抚养权' 赢得孩子的感

情!会不断的在孩子面前讲述对方

的坏话"但这对孩子心理上造成的

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最终不仅伤害

了彼此!还伤害了孩子心中父母的

良好形象"这才是一个家庭解体时

最可悲的事情"

&恩爱 $二字 !其实折射了婚

姻的两重境界(最初阶段!是爱情!

是两个人火热的激情% 而后阶段!

是恩情!是感谢身边这个人陪伴了

你若许年%为此!要学会感恩%不论

是分是和!不要无度的伤害一个曾

经相爱的人%

$

苏芩
%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女人把爱情看做人生的全部!因了这样或那

样的原因!甘愿或被迫站在舞台的幕后!甘愿为心中所爱的人付出

所有%

她追随着他的脚步!顺应着他的想法!快乐着他的快乐!却独独

忘了自己!忘了爱情应该是相互的!应该是保留自我的% 世界上没有

谁对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谁对谁的付出是一种义务% 所

以爱他的时候!也别忘了好好爱自己%

还有!人生是一次艰难的航行!绝不会一帆风顺% 当必须放弃

时!就果断地放弃吧% 放得下!才能走得远%

$

方今
%

我以为$ 这样的生活会一
直沿着岁月幸福下去$并且越来
越幸福%现实却一次又一次重重
地打击了我%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是
一句老套却又很灵验的话%社会
充斥了太多的诱惑!更年轻的女
孩$更细腻的皮肤$更明亮的眼
睛$更魅惑的笑容((总之是最
格式化的故事$当时$我和所有
第一次发现丈夫出轨的女人一
样$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别的
新花样%他也和所有第一次出轨
被妻子逮到的丈夫一样$内疚惭
愧$声声保证下次绝不再犯%

这一次婚姻大厦勉强没有
倒塌$却在根基处裂了缝,,,对
他$我失去了信任% 我就像一只
受了伤的刺猬$从此我的盔甲就
再没有脱下来过%我开始对他严
防死守$ 他只要是在单位加班$

我都会打电话去查岗$他外出应
酬$我也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打过去%

我的这种做法成了他再次
背叛我并向我提出离婚的一个
主要原因$ 他说我根本不爱他$

只把他当做私有物品%他怎么能
这样说我和我们的感情%

我当然爱他$ 如果没有爱$

当初我怎会不顾一切跟他裸婚-

如果没有爱$这些年我所有的付

出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没有爱$

我又怎会原谅他的出轨%

去年
#

月$ 灿宇突然向我提
出离婚%

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爱
上了别的女人%我问他!*那孩子
怎么办& +他说!*孩子有你$我放
心% +是啊$孩子长这么大$他操
过什么心% 说完$灿宇便把一张
他已经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递
到我面前% 他说$他愿意把所有
财产都留给我$请我放手成全他
们%他觉得这就是对我多年付出
的弥补吗&太可笑了%我不甘心$

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

但从那之后$灿宇就不怎么
回家了% 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只
跟我商量离婚的事$ 我不同意$

他就走人$没有丝毫的留恋%

前阵子我去看病$ 看了妇
科$又看了中医$其实我也说不
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很多东
西压在心里$说又没处说$想排
解又排解不开$于是就弄得这半
年来浑身没劲$肤色蜡黄$生理
期也不正常%

说实话$ 我还是不甘心$还
是放不下$可我还有什么资格放
不下$人家心里已经根本没我这
个人了% 我真的累了$真的坚持
不下去了%

$

周莉
%

那个时候$ 为了和灿宇在一起$我
和父母闹得很僵$说了许多狠话$父亲
甚至威胁如果我和灿宇结婚$就从此断
绝他和我的父女关系% 面对反对$我没
有后退$ 反而更加倔犟地坚持着我的爱
情$毅然从家里搬了出来$与灿宇租房结
了婚% 我们没办婚礼$只是领了结婚证$

然后燕子衔泥般$今天买些锅碗瓢盆$明
天添置桌椅$ 一点点将我们租住的小窝
布置得越来越像个家% 我们租的房子条
件不是很好$楼道里没有灯$通风设施很
差$有股很难闻的味道$冷不防还会有蟑
螂老鼠蹿出来%但因为有爱陪伴$那时候
觉得吃再多的苦也是甘之如饴%

和灿宇结婚头一年$我和我爸妈虽
然住在同一个城市$ 但赌气谁也不见
谁$后来我姨从中说合$我和爸妈的关
系才渐渐有所缓和%

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别人
都不看好灿宇$可我就觉得他是一只潜
力股$ 只是他的单位埋没了他的才能%

眼见着灿宇一直郁郁不得志$我鼓励他
重新充电$辞职考研%我这么支持他$并
不是希望他能给我奢华的生活$只是觉
得以他的能力可以成功$作为妻子我想
帮他获得成功%

灿宇复习'读研那几年$家里的重
担都压在了我身上%日常开销全靠我一
人支撑$家务活被我全部包揽% 我一个

人忙里忙外$ 只为了灿宇能安心学习$

早日实现梦想% 灿宇研究生毕业$去新
单位面试前$我陪他去商场买西服% 我
想都没想就给他买了套

"$$$

多元的西
服$而在他复习'读研那几年$我连一件
新衣都没舍得添置% 灿宇的新工作$我
家人是帮了忙的$但不能否认$他个人也
是有能力的$ 工作没多久他便在新单位
风生水起'步步高升%

我们的孩子要得比较晚$女儿是在
他研究生毕业后第二年出生的$那个时
候灿宇的事业正在上升期$我不想他分
心$ 便把照顾女儿的事大包大揽下来$

有时实在顾不过来$便叫我妈来帮会儿
忙% 习惯成自然吧$这些年灿宇完全成
了甩手掌柜$他的心里除了他的事业还
是他的事业%

为了灿宇$ 我可以说是付出了一
切$差一点连亲情都丢掉了$但是他回
报我的是什么呢&

灿宇有了新工作后$头几年$凭良
心说$他待我依旧还是不错的$虽然因
为工作忙$ 家务活没有精力帮我分担$

但是我能感觉出$ 他心里是有我的$对
我不仅有爱$还有感恩% 他用在新单位
工作后拿到的第一份工资给我买了个
钻戒$之后便把工资卡交到我手上% 这
些年$我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还住
上了新房%

他竟背叛我又离婚

真爱是相互给予的
而不是强扭得来的

!'他绝情离婚$我真不甘心

#'我们结婚后$我付出一切

%'与他相恋时$他一无所有

名义上!灿宇
!

化名
"

现在还

是我的丈夫!但也可能这个故事还未

见报!我就要改称他为前夫了" 一年前!灿

宇向我提出离婚"我不同意!因为不甘心"当

时我只有一个念头! 就算挽回不了婚姻!

也不能让他和那个#狐狸精$心想事

成% 可现在我累了&&

为爱付出了一切

你有什么情感困惑!情感热线一如既

往为你开通% 我们将倾听你的故事!分享

你的情感点滴!分担你的无助与困惑%

欢迎拨打情感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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