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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祁伟通过手机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湖
南女孩璐璐（化名）。几个月的聊天和相处下来，祁
伟对漂亮、不物质的璐璐动了心，开始向璐璐发动
“攻势”。可是，每次微信里“嗯”
“啊”
“哦”的简单回
复，每次约会的“三人行”，费尽心思给璐璐送东西、
办事只换来一声“谢谢”，都让祁伟有种自己拼尽全
力却全都打在棉花上，完全使不上力的感觉。
“我不
敢表白，我怕她对我没意思，吓跑她了。
”祁伟陷入茫
然，他甚至不敢确定，璐璐真的知道，他在追她吗？
南国都市报记者 何慧蓉

情

这样做让表白
成功率更高
难得遇上对的人，却因害怕被
拒绝而迟迟按兵不动，很多时候好
姻缘就是这样错过的。其实，表白
也是需要技巧的，认真读读下面几
条，或许能使你的表白成功率大大
提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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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79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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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咨询 真情告白 发邮件至ngqg@sina.com

■倾诉人：祁伟（化名），男，25 岁
■倾诉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爱你在心口难开

？

你知道我在追你吗
不看中物质的湘妹子 让扮穷的我悄然心动
我和璐璐是在今年 1 月 9 日通过手机交友
网软件认识的。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
开始我也没放在心里，之所以现在记得这么
清楚，是在对璐璐动了心之后，有意识地记
下了这个日子。
璐璐今年 22 岁，身高 1 米 62，是个漂亮
的湘妹子。因为父母都在海南，她便到海南
工作、生活。最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算
见面，只是想在网上找个人聊聊心事。聊得
多了，我们对彼此的长相都有些好奇。于
是，我们在网上互换了照片，并在今年春节
后约了时间见面。也许是在网络上聊得比较
久，我和璐璐并没有很别扭的感觉，反而很

聊得来。
有了第一次见面，我们的接触渐渐多了
起来。不过，璐璐的工作需要倒班，我们见
面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大多数的情况下，
也就一个月见三四次。我会心动，主要是因
为我觉得璐璐不物质。在认识璐璐之前，我
曾经有过女朋友，她叫琳琳 （化名），中专毕
业后就进入社会工作，成熟时尚。我和琳琳
是在和朋友一起玩时认识的，玩得多了，就
顺其自然在一起了。一开始两人感情还算
好，但是，随着我们关系的深入，她的要求
渐渐多了，不仅让我买这买那，还一定要让
我赶紧买房结婚。她不知道的是，其实我经

济条件很不错，在海口买房根本不成问题，
但是，当一个女孩子如此直白地要求自己买
房时，我确实很反感。我们的争吵渐渐多起
来，最终还是走到了分手这一步。
有了这次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我开始
隐藏自己的经济情况。在不是特别熟的朋友
眼里，我是没房的穷屌丝，车也是贷款买
的。而璐璐和琳琳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她从来不问我的经济状况，也从不跟我提什
么要求。我们出去玩，她也不觉得我买单是
理所当然的事，相反，她总是想尽办法回请
我。这样一个女孩，正是我一直想找的，我
内心有了个念头，我想追她。

她经常带闺蜜赴约 让我不敢展开追求
在决定对她展开追求之后，我反而更加
不确定璐璐的心思。我不知道，她究竟对我
有没有意思？
平时，我和璐璐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微信
联系，我几乎每天都会给她发微信，问她工
作忙不，吃饭没之类的话。但她的微信总是
很晚才回，而且很多都是简单的“嗯”“啊”
“哦”之类的。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因为工作不
能太长时间玩手机、回微信才这样，还是其
实她不喜欢我的“骚扰”。但是，每次我们见
面的时候，却都聊得很开心。见面时她的热
情和微信上她的冷漠让我摸不清楚，我一直

用微信关心问候她，不断“骚扰”她，会不
会让她感到心烦呢？
除了她平时回复慢之外，还有很多时候
见面的“三人行”也让我不敢轻易行动。璐
璐工作不算闲，有的时候还需要值班，而我
有的时候也忙。因此，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时
间相处，基本上遇到假日，只要我有空，我
都会主动打电话给璐璐，约她出来看电影、
吃饭、唱歌等等。虽然偶尔，璐璐会以要上
班或已跟朋友约好为由拒绝，但大多数时
候，璐璐还是会赴约的。不过，让我有些想
不通的是，很多时候，璐璐都会带上她的一

璐看到我的追求行动，我希望璐璐有什么事
情都能想到我。有一次，璐璐和几个朋友一
起去海口郊区玩，她跟我说让我开车送她
去。虽然说不好听是去当司机的，但我还是
很高兴，至少璐璐是认可我的。还有一次，
我在和璐璐聊天的时候，发现她情绪有点不
好，她似乎有点不舒服。一问之下，她告诉
我她“大姨妈”来了，感觉不舒服。我马上
买了红糖水，开车送到她公司楼下。璐璐下
来接红糖水的时候，她低着头，跟我说了一
声“谢谢”，然后很快跑了上去。

个闺蜜。她的闺蜜是个漂亮女孩，很开朗，
但因为我已经心有所属，也没太在意。只
是，为了方便找到璐璐，我还是加了璐璐闺
蜜佳佳 （化名） 的微信。我不知道，我这样
的行为会不会让璐璐误会，但其实我真的没
有别的想法，每次联系佳佳，我也都是问璐
璐的情况。
有一次，我单独和璐璐出去玩的时候，
璐璐问过我，觉得佳佳怎么样。我当时随口
说了一句还不错。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提
点”下，我才想起，也许我和璐璐闺蜜的接
触，会让璐璐有所误会。

从没有表示，所以放弃了，他才后悔莫及。
我觉得爱一个人，除了用行动让对方感受到
自己的心意外，更需要用言语来吐露自己的
心迹。文中的祁伟对自身的条件是很满意
的，充满了优越感，但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上
一个女孩，你不妨试着放低自己的姿态，排
除如被拒绝就没面子等顾虑，用真诚的态度

无论地点是浪漫餐厅还是桥洞
底下，无论信物是香车玫瑰还是文
字卡片，无论手段含蓄曲折还是直
抒胸臆，都不会对表白的结果有太
大影响，之前 TA 对你的印象和你所
做的铺垫，才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现实中我们看到，即便有的男
人跪地哀求，女人也可能置之不
理，有的男生在宿舍楼下摆满了蜡
烛，铺满了玫瑰花瓣，对方照样拒
绝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如果两人本
就彼此相悦，牵着手在大马路上聊
几句，便可以私定终生。正如我所
说，表白的形式并不重要，之前所
做的准备，才是最重要的。

2、如果胆小，那就选择没人
的地方
其实，不是所有的表白都要在
众人的见证下，如果对方同意无可
厚非，可一旦拒绝你也会十分难
堪。相比之下，既然你的心里话只
想说给他听，不如找一个没人的地
方，安静地倾诉你的爱意，或者实
在不敢，不如干脆发一条短信或一
封邮件给 TA。

周围的朋友可能会给你支招，
让你在醉酒的时候表白，或让你在
“愚人节”当天表白，如果拒绝了，
就说你是开玩笑的，挽回一些面
子。老实说两种做法都很不明智，
容易让对方以为，你的表白只是随
口的玩笑，甚至会让人误以为，你
对感情的态度不认真。表白是一件
很严肃的事情，你可以心里面无所
谓，但至少应该呈现出很认真的态
度。

4、没 必 要 非 逼 TA 说 出
“是”和“否”
过了几天，璐璐再次主动打电话给我，
让我帮她给同事买东西。一挂断电话，我马
上四处拜托朋友帮忙，终于把事情办妥，把
东西给了她。送给她的时候，璐璐也只是说
了一声“谢谢”就走了。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能不能感动璐璐，
我也不知道，她究竟知不知道我在追她。但
是，难得碰到这样一个我很想认真跟她走下
去，甚至愿意跟她结婚的女孩子，我不想就
这样放弃。可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
让她知道我喜欢她，我是真的想追她呢？

编辑点评
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用想太多，
为爱开一次口，为爱勇敢一次，找个合适的
时机大胆向她表白自己的真心。生活中总有
那么一些人，明明爱却不敢表白，将爱放在
心里默默的等待，等到心中的那个她爱上了
别人，他自己又开始暗自伤神。直到有一
天，她对他说，其实她曾经爱过他，只是他

1、表白成功与否，早有定数

3、表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520”表白日给她送花 我却不敢在卡片上写名字
2014 年 5 月 20 日，因为“爱你一世，我爱
你”的寓意，让这一天成为很多人表白、求婚的
好日子。当天，几次犹豫之下，我也到花店订
了一束红玫瑰，并在卡片上留下了自己姓的第
一个字母。我不敢留名字，我怕这样直白的表
示，会让我遭受璐璐的拒绝，让我再无机会。
璐璐收到了花，她很高兴，她还在微信上问我，
花是不是我送的。我当时很想承认，但我还是
否认了。之后，我一直很懊悔，懊悔自己错过
了那样一个绝佳的表白时机。
虽然没能顺利表白，但我已经决定让璐

感阅读

大胆对璐璐说出心中的想法。即便不成功，
也不会留有遗憾，至少没有做感情的懦夫。
而且我认为，只要你用真心来表白，对
方即使无法回应你的感情，也会感动，更不
会被你的举动吓跑。与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犹犹豫豫、揣摩对方心思，你还不如不计
结果地对她说出心意，主动争取这份感情。

表白的意图，更多是表达你对
TA 的爱意，而不是非要逼 TA 说出
一个去留的结果。即使 TA 一开始拒
绝了你，你也不必气急败坏甚至要
挟对方，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
力。如果两个人闹僵了，反倒让 TA
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聪明人，在对
方决定之前，会给 TA 充足考虑的时
间：之前你可能并不太了解我，所
以你不必急于答复，如果可以，不
妨我们先交往一段时间，等你考虑
清楚了再做决定。
聪明人，会把一切暗示得明
白，为什么选择和 TA 恋爱，他 TA
的哪些地方让自己着迷，然后从 TA
的语气中揣测出他的顾虑。在接下
来的日子里，你应该尽量排除对方
的担心和疑虑，如此，对方自然会
变得心乱如麻，对你的态度也会有
所改变。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