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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晓东走后第二年，我收到一封律师
信。侯晓东提出了离婚，孩子由我监护。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没有责任的爱
情已经不值得挽留。

生活终归要继续。我面对儿子，不得
不选择坚强。我一边努力工作赚钱，一边
悉心照料儿子，甚至都没有时间想起侯晓
东。也许我是不愿掀开那块他留给我的伤
疤吧。

我将儿子送到了一家正规医疗机构治
疗。同时，为了便于照顾他，我向原单位
提出辞职，应聘到这家机构工作。一切重
新开始。

在新单位，我总是积极努力地工作，脏
活累活我都干，护理知识我细心学。一是
为了孩子，一是感同身受地同情那些有同
样情况的家庭遭遇。我的认真努力不但获
得了病人家属的肯定，也受到了许多同事
的好评。大家常常在生活上默默帮助我。

众多同事中，有位男同事对我格外关
照。他刚刚离异，没有小孩。也许是我深
深的执著打动了他，他慢慢对我产生好
感，开始有事没事地接近我，甚至托其他
同事旁敲侧击问我的意思。对于他，我说
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但是，儿子的
存在永远都提醒我要理智面对一切。我已
经没有一点力气面对伤害了。

有一天，我决绝地拒绝了他。他很意

外。其实，我的心也非常难过，我常常
想，爱情在我这里已经死了。

幸好，新的工作让我结识了许多同病
相怜的家长。我们常常互相鼓励，彼此增
添着坚持下去的信心。

其中有位女孩的爸爸特别引起我的关
注。他总是没完没了地问问题，经常向我
请教护理知识，比那些妈妈们都细致。我
能看出他对孩子无比地宠爱。每次，他都
是一个人来，看上去虽然疲惫，但永远都穿
得很精致，而且将小姑娘也打扮得很漂亮。

一来二去，我们熟识了。渐渐地我得
知，孩子的母亲也是受不了打击选择了离
开，留他一人照顾孩子。虽然他现在事业
算是成功，但孩子一直是心头一大伤痛。

也许共同的话题让我和他走得更近，
他也愿意向我敞开心扉。有一天他明确表
示，想和我一起照顾两个孤单的孩子，组
建新的家庭。

经过如此风雨，虽然我已经蜕变得很
是坚强，但我还是没有勇气接受新的挑
战。或许，一个完整的家庭会更加利于孩
子的康复。但是，我不知道两个因为受伤
走到一起的人，会不会脆弱得再也经不起
一点伤害。我对未来一片迷茫。

几番思量，我还是拒绝了他的爱情。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真的要这样下去吗？
我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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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患自闭症，丈夫离弃了我
我从未想过我的人

生会因为一次“偶遇”而
悄然改变，如果可以重
来，我希望我们从未遇见
过。因为他带给我的竟
是那样一场不堪回首的
梦。

倾诉人：秀琴（化名）31岁
倾诉时间：2015年9月18日

18岁时，我已是中专二年
级的学生。彼时，校园里和学风
一样浓厚的还有恋爱风，青春懵
懂的学友因为悄悄萌生的爱慕情
愫而牵手浪漫，浓情蜜意满满地
浸润着校园。

眼看着同宿舍好友一个个陷
入爱情不能自拔，我仍旧形单影
只，大家都替我着急。她们经常
在“卧谈会”上帮我推荐男友。
我一边和她们调侃，一边悄悄期
待自己的真命天子会随缘而来。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场千古奇
缘，不是硬要强求的。

那个夏日的周末，我戴着
随身听去图书馆还书。在宿舍
楼的门口，一位突然闯进来的
男生与低头走路的我迎面撞
上，失去平衡的我瞬间倒地，
手里的随身听和书散落一地。
我看着摔成两半的随身听，气
急败坏地抬起头，恶狠狠地瞪
着这位“愣头青”。

他也不说话，一一捡起地上
的书和零件，然后将书整理好递
给我，却将坏了的随身听揣进自
己的兜里，然后歉意地说：“实
在对不起。这个，我看看能修
不，不行的话，就赔你新的。我
叫侯晓东。你哪个班，叫什么？
过两天我给你送过来。”

我半信半疑地将借书证拿给
他看，从没想过他会履行承诺。

隔了一周，我在教室自习，
同学说有人找我，还一脸促狭地
笑。我疑惑地跑出教室，他扬扬
手里的随身听，得意地说：“修
好了，试试怎么样。”我心里咯
噔一下，竟有些慌乱！

就这样，我和侯晓东有缘相
识，他也因此走进我的生活。我
俩恋爱了。

消息一出，舍友们告诫我，
听说侯晓东性格执拗，未必适合
我。可是我觉得这是缘分，必然
需要我去精心呵护。

校 园 恋 爱 最 怕 的 就 是 毕
业。有多少痴恋爱情都在毕业
后被现实逼迫得走向分手。我
与晓东也面临这样的情况。舍
友相劝，既然会分隔异地，正
好借此机会分了吧。

我却想用事实告诉她们，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因为侯晓
东还在三年级时就坚定地告诉
我，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追
随我到哪里。毕业时，我按照
母亲的意愿，选择回家乡县城
工作，侯晓东和他的父母说明
后，毅然也跟到了我的家乡。

毕业没多久，我和侯晓东
就毫无悬念地结婚了。同学们
前来参加婚礼，他们都觉得我
找到了难得的幸福。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幸福得有点不真实。

刚结婚那段日子，侯晓东
依然像恋爱时那样呵护我，我
俩决定先不要孩子，好好享受
二人世界。

可是，当我的工作渐渐步
入正轨，加班加点是经常有的
事情，陪侯晓东的时间自然少
了。他却由于在这里人生地不
熟的，很难融入社交圈子，交

际极少。看着我忙碌的身影，
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每次回
家，都经常对我爱理不理的。
偶尔我有应酬，他便无故发脾
气。我们开始吵架。有时候他
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我也忍
不住地冲他嚷。他生气却下不
了手打我，竟然将拳头砸在玻
璃上自残。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长一
段时间，我隐隐不安。

有一天我和好友说起这些
担忧，她们劝我：“要个孩子
吧。都说孩子是感情的纽带，
也许你们有了孩子，一切会大
为改观。”

为了维持我们的婚姻，我
决定要个孩子。侯晓东也同
意，甚至显得有些欢喜，那段
时间我俩又和好如初。

调理了一段时间，我就怀
孕了。侯晓东知道我怀孕的消
息后，很是兴奋，他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远在异乡的父母，两位
老人居然亲自过来探望了我。
我俩的爱情因为孩子的即将到
来，真的又回到了浓情蜜意的
时候。

十月怀胎，我诞下儿子。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我们发现他竟有

些异常。比如两岁多了，他还只会讲断断
续续的句子，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愿；他从不
喜欢和小朋友玩，要么一个人守着玩具玩
半天，要么就烦躁无助地走来走去，要么还
会无缘由地哭闹……无忧无虑的童稚似乎
在他这里弄丢了。

我和侯晓东不得不带他去看医生。诊
断结果出来，我俩当即就傻了。这个寄托
了我俩全部宠爱的小天使，竟然是个“星
星的孩子”——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看
着儿子散漫的眼神，我们抱头痛哭。

有时候，越接近真相，你就会越感到
害怕。我、侯晓东和儿子就是这样一步步
陷入恐惧。

儿子的治疗收效微乎其微，随着他一
点点长大，症状越来越明显，有时候甚至
会有破坏性极大的行为。一开始，我们带
着孩子在一家专门机构接受治疗，但是由
于那里离家太远，费用也高，我们要工
作，赚的钱也不算多，最后不得不将他接

回家中，由我的父母代为照顾。我和侯晓
东此时已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回
家，要面对的又是无尽的伤悲。那段时
间，我俩真的是心力交瘁。

有一天，侯晓东居然烦躁地对我大吼：
“与其折磨大家，还不如把他扔了。”听他这
么一说，我吓了一跳，看着无辜的孩子，我
的郁闷心情也好不到哪去，立刻狠狠地盯
着侯晓东嚷嚷：“你后悔了吧？受不了就
走，我一个人带。没有你，我们一样能过
好。孩子这样，也许就是你的基因！”

也许我说得太决绝了，侯晓东第二天
真的走了，而且从此杳无音讯。

我一个人哭了三天三夜，想起那些往
事，我彻底对爱情死了心。

刚开始别人知道侯晓东离家出走的
事，许多人都说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
们毕竟还有孩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就
是因为孩子，他才选择了离开。我没作任
何指望。

我看着儿子，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好好
把他养大。

“撞”来的爱情

隐隐的不安

星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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