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婚姻里不必如履薄冰
漫画吧

26早茶

三言两语

■我曾经生产的服装都是垃
圾。

——凡客诚品创始人陈年终于
体会到，凡客的挫折其实都是商品
体验太差。凡客曾经为了达到年销
售额100亿元的目标，商品的品类
极大扩张，相应的人力大肆扩张，
公司有几十位副总，两三百位总监

■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你能接
触到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学习
环境，决定了你上的小学、初中、高
中，也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你
能来到清华，不仅仅是因为你努力，
更是因为你有了上述这些东西。

——不久前，知乎网上的一个
提问：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
在网上引起热议。对此，清华大学
教师晋军博士通过多年来的一项调
查研究显示，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
华北大

■许多人如果 45 岁还上不
去，升迁无望、退休还久，就混日子。

——《中国青年报》近期的一
篇报道展现了一些基层公务员的职
业心态。有公务员毫不讳言地如此
表示

■上厕所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
产品，且不得超过八分钟，违者24
小时内不得进入厕所……

——为了员工身体健康，长沙一
家公司出台如此规定。对此，员工们
表示能够理解：有人在厕所玩手机，
一蹲就是半小时，对身体也不好

哈哈镜

友情也有七年之痒

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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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友谊和婚姻一样，也是
有七年之痒的。

我们身边的朋友，大约每隔7
年就会换一批。旧友去了，新朋
来了，就像新陈代谢一样。仔细
想想，这种说法真的挺有道理。
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玩伴，如今还
有几个陪在我们的身边？那些曾
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还有几个与
你还经常联系？

很 多 朋 友 ，走 着 走 着 就 散
了。生活像一趟列车，我们总要
经历一个个驿站，每一站，都有一
些人下车，同时也会有一些人上
车，与我们同行。

如此一想，其实是有点唏嘘
的。刚毕业那年，我到了一个新
单位，感觉一切都是陌生的，走路
都不自在。每天晚上，我一个人
躲在单身宿舍里，无边的孤独感
铺天盖地侵入。幸好，一个和我
年龄相当的同事很快走进我的生
活。每次吃饭她都招呼我一起
去，工作之余约我一起散步。她
对我说：“我刚见到你，就觉得特
别亲切，好像我们身上有某种相
同的东西。”我笑了。我们在寻找
友情的时候，总有极强的敏感，总

是能靠第六感找到与自己性情、
爱好相似的朋友，而另一些人总
不投缘，就算天天相见，也很难擦
出友情的火花。

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好几年，
她几乎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人。我曾经以为，我们永远不会
分开。可惜，她找了个外地的男
朋友，最终远嫁他乡。开始，我们
还保持着联系，但随着时间流逝，
又碍着距离，我们的联系越来越
少，交流越来越少，慢慢地退出了
对方的世界。

多年后，我途经曾待过的单
位，突然有种恍如隔世之感，当初
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我
打听那个好姐妹的消息，大家都
说她从来没回来过。曾经那么亲
密的好友，已经远得如同孤鸿影，
只留下怅然的回忆。

世界太大，我们的脚步又喜
欢纵横千里，所以我们注定很难
锁定在某一个圈子里。世事多
变，聚散无常，谁都无法保证身边
的朋友会永远陪着你。看到有些
人通过媒体，想尽一切办法寻找
失去联系的朋友。我就想，大概
人人都和我一样，总希望与旧友

再续前缘。不过，即使真的联系
到旧友，时过境迁，两个人都有了
各自的生活，也许性格、爱好、追
求也都有了改变，多年的疏离造
成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地
带，恐怕已很难再像从前一样亲
密无间了。

不是吗？我们都有过与老友
重逢的体验，先是惊喜互问，然后
简单寒暄，最终却有一种相顾无
言的尴尬。久未联系的两个人，
像是从不同时空来的，回忆完共
同的往事，就很难再找到融入彼
此新生活的话题。人总是不断变
化的，昨天的我已经留在了过去，
今天的我已经是全新的一个人。
我们都像破茧而出的蝴蝶，各自
结识了新的朋友，已很难再找回
过去的模样。所以，老友相逢，如
果能共续友情，当然是最好的，谁
会嫌朋友多呢？如果再无共同语
言，也不必勉强，心存感恩，然后
挥挥手吧，至少我们还有回忆！

谁在下一站等你？不要着
急，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正
赶往与你相遇的方向。这样想
想，心中是不是多了一些憧憬和
温暖？ （王纯）

晓寒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特
别希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择一
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是她人生
的终极梦想，好不容易遇上个中
意的男人，她欢天喜地嫁了。

婚后的晓寒，买来很多关于
“经营婚姻”、“保鲜爱情”之类的
“幸福秘笈”。她说：“这个时代，
婚姻多容易出问题，稍不留神爱
情就没了，婚姻就毁了！照我说
呀，这婚姻里，应该有如履薄冰的
心态，小心翼翼，才能留住婚姻。”

晓寒看了一大堆经营婚姻之
类的书，还写了不少心得体会。
而且她绝不是纸上谈兵的主儿，
很多方法学了就开始实践。比
如，某“婚姻兵法”里说，要为爱
情保鲜，应该多制造浪漫。晓寒
就时不时炮制点小浪漫，给老公
一个小惊喜。当然，这种做法不
错。可是，晓寒在婚姻里小心翼
翼的态度愈演愈烈。本地广播
电台午夜时分有一档情感热线
栏目，听众可以打进热线，向情
感专家请教自己遇到的情感问
题。晓寒经常会等到午夜时分，
给“情感专家”打电话，还把“专
家”的话当成金玉良言，记在纸
上，牢记在心里，并且付诸实践。

本以为小心驶得万年船，晓
寒的婚姻一定会平稳幸福。可
是，晓寒的老公总抱怨她神经
质，动不动就说“我们的婚姻如
何如何”，老公说错一句话，她都
要上纲上线，上升到婚姻态度、
责任心等方面。不久前，晓寒闹

着要和老公一起重回恋爱旧地
寻找昔日浪漫，而老公说工作忙
去不成，她就说老公不爱她了，
嫌她烦了。

晓寒又是查书上的“秘笈”，
又是向闺蜜请教，还打电话问“情
感专家”。经过一番“调查分析”，
晓寒得出结论：现代婚姻已经由
原来的“七年之痒”提前到“三年
之痒”，也就是说，婚姻的厌倦期
提前了。晓寒担心得不得了，开
始了她的“挽救婚姻”计划。

晓寒先是找老公长谈一次，
说婚姻出现问题了，两个人都有
责任。老公莫名其妙地说：“咱
们的婚姻好好的，出现什么样问
题了？”晓寒一条条给老公分析，
说他最近的表现，还说她的感
受。老公说她小题大错，没事找
事，她却说老公在回避问题。

终于有一天，晓寒老公对她
说：“我太累了，要不我们先分开
一段时间。”晓寒愣了两秒钟，咆
哮起来：“你要跟我离婚？我哪里
对不起你呢？我全心经营婚姻，
就是想让咱们的幸福长久……”

晓寒的老公叹口气说：“家是
让人最放松的地方，只要你付出
一颗真心，不用什么爱情兵法和
婚姻秘笈，我们照样能幸福。你
总担心婚姻出问题，如履薄冰，弄
得家里气氛紧张，婚姻成了一种
束缚，哪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晓寒听了老公的话，低着头
沉思起来……

（马亚伟）

一起变老
作者：谈芳波

男女定律
1、男人和老婆的关系再差，

他和岳母的关系也是好的；女人
和老公的关系再好，她和婆婆的
关系也是差的。

2、男人有外遇体现在工作越
来越忙，女人有外遇体现在做的
菜越来越咸。

3、家里没钱的时候男人喜欢
记账，家里有钱的时候女人喜欢
记账。

4、结婚前男人借钱也要让女
人吃好，结婚后女人借钱也要让
男人吃好。

5、男人没赚到钱时女人着
急，男人赚到钱时女人后悔。

6、失败的男人喜欢和别人比
老婆，成功的女人喜欢和别人比
老公。

7、男人违章停车被罚款会和
警察吵一架，女人在一边劝；女
人违章停车被罚款会和身边的男
人吵一架，警察在一边劝。

8、男人最大的烦恼是债主，
女人最大的烦恼是情人。

9、男人和女人在车里吵架生
气，如果是女人开车她会猛踩刹
车，如果是男人开车他会猛踩油
门。

10、男人有钱首先换手机，
然后换汽车，然后换房子，最后
才换衣服；女人有钱则刚好相反。

11、最穷的男人买菜也不讲
价，最有钱的女人买菜也要讨价
还价。

12、女人最恨的男人是陈世
美；男人最喜欢的女人是潘金莲。

13、对于男人来说，最漂亮
的女人是不能得到的女人；对女
人来说，最潇洒的男人是已经拥
有的男人。

14、再聪明的女人在自己的
相貌上也是糊涂的，再愚蠢的男
人在女人的相貌上也是清醒的。

15、女人单位发了一千块
钱，她会告诉男人发了一千块
钱，告诉自己的朋友发了五百。

16、男人面对一群女人的时
候，不要讨论相貌问题；女人面
对一群男人的时候，不要讨论财
富问题。

好闺蜜
和男友吵架，闺蜜在旁边听

着，当时很生气就和男友说：“我
要让你后悔一辈子！”顺便给闺蜜
使了个眼色，让她帮我说话，结果
这二货冒出来一句：“对！嫁给
他！让他后悔一辈子！”我这霸气
瞬间全无。

搜索
刚去一个小超市买烟，老板正

在上网。老板拿烟的时候，我瞄了
一眼电脑，百度搜索：老婆脾气暴
躁怎么办？我瞬间觉得这位中年男
子历经沧桑！

发传单
人头攒动的街头，总会有一个

发传单的人拨开人群，目光坚定，
心无旁骛地单单只朝我走来，微笑
着递给我一张别人都得不到的传
单：减肥广告！

爬不上去
邻居一小孩特可爱，一天来了

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
两个人是谁啊？”答：“爸爸妈妈。”

“为什么没有你？”小孩憋了半天
说：“我……我……我爬不上去。”

我一样爱你
妻子对我说：“你爱我纯粹只

是 因 为 我 爸 留 给 了 我 一 百
万！”“才不是这样”，我说：“不管
是谁留给你这么多钱，我都会一样
爱你的！”

新加坡电台有一个可爱的节
目，叫《这不是理由》。

真的，女孩子说：我不能赴你
的约会，因为妈妈不准我晚归。
这并不是理由，不过是推辞。老
板说：“对不起，我们薪水一律是
这么多。”那也不是理由，只不过
是阁下不值得他破例。没有时间
写作？不不不，更不是理由了。

一切都看选择，凡事都排座
次，如果真的想做一件事，想得
厉 害 ，想 得 憔 悴 ，一 定 会 做 成
功。浅而易学的事不去做，很明
显是不想做，没有必要做，不值

得做，以及不方便做。那么这件
事在当事人心目中，自然也不是
重要的事。

一位大律师接受访问，记者
问他，业务繁忙如何抽空搞音
乐？他笑笑答：“要是喜欢，总有
时间，譬如说，人家吃饭，我不
吃，人家睡觉，我不睡，我作曲，
我练习乐器。”

就是那么简单。人在爱得不
够、努力得不够、用心得不够的
时候，总喜欢编造一些不是理由
的理由来开脱自身，以便下台。

（亦舒）

这不是理由

■世上无难事，只要不发生在
我身上。

■早知道找个女朋友这么难，
我就定娃娃亲了。

■现在的社会，插队都得排
队。

■恋爱不能凑合。在你最好的
时候，你把自己暂时交给不喜欢
的，就会错过合适的。

■浪漫是一个美好的旅游胜
地，但不是日常居家之所。

■打死我也不说，你还没使美
人计呢！

■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想多
头疼，想通心疼。手不要握得太
紧，东西会碎，手会疼。

■明明就是情商低，非要说自
己是心直口快。

■如果说沉默是金的话，我现
在相亲的这个房间就是黄金屋。

■女生不会做饭会出现什么情
况呢？将来你的孩子长大后会说：

“好怀念小时候妈妈给我叫的外
卖。”

■有时候不是对方不在乎你，
而是你把对方看得太重。有时候总
感觉别人忽略了自己，其实可能是
自己太闲。

■女人眼里三种最丑的女人：
好姐妹的情敌、前男友的现女友、
现男友的前女友。

■别把性格交给星座，别把努
力交给“鸡汤”，否则你依然过不
好这一生。

一天老婆在家网购……

老婆，我要
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

老公，我也愿
意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

老婆，那两
千 多 块 钱
的 抗 衰 老
精 华 咱 不
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