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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幸的婚姻都有一个比较
一致的模板——女人认为自己受了委屈，男
人无视女人的委屈，认为是大惊小怪，女人采取不
理智手段获得男人的关注，男人认为女人不可理喻采
取回避态度，回避加剧女人的不理智行为，最终婚姻面临解
体。虽然问题表现、矛盾诱发点千差万别，但彼此的情感互动
模式都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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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不惑爱“七夕”
年轻时，对“七夕”这个日子，没啥
这就是我如今过“七夕”的原因。
特别的感觉。
热恋时，对于真心相爱的两人来说，这
那会儿，两人正陷入热恋，用句肉
样的节日无异于画蛇添足。可如今，没
麻的话来说，天天都是情人节！一举一
那么爱了，才更需要节日来提醒自己，
是不是忘了像以前那样，关爱对方，呵
动，一个眼神，都能擦出火花。别说过
节了，哪怕是普通的四目相对，也让人
护对方？
觉得够甜蜜的。
其实，不需要太麻烦。出门，来一
个拥抱；进门，一个吻，一束鲜花，还有
这样的日子，
哪还需要过节？
反倒是如今，有了年纪，越是觉出
一个对方喜欢吃的小蛋糕。在柴米油
“七夕”
这个日子的重要性。每次和朋友
盐中，我们渐渐将这些小浪漫，抛到了
说起这茬儿，总惹来一顿哄笑。众人都
九霄云外。而在“七夕”这样的日子里，
不妨重拾浪漫，唤回那些暌违已久的甜
说，两张老面孔了，说得难听点儿，都没
感觉了！这种情况下，
还非得过情人节， 蜜感觉。用这些爱的节日表达爱，才能
多尴尬呀！恋爱时，难分难舍；如今，渐
让不再新鲜的爱重新焕发活力。
趋平淡，
巴不得对方不时出个差，
用不着
看吧，对于感情，有时候就该反其
道而行之。通常认为，爱的时候才需要
四目相对，挖空心思找话题。看看四周
的“老夫妻”，是不是都这样？可就因为
秀恩爱；不爱了，就让感情渐渐归于平
这样，
我才更重视
“七夕”
这个日子。
淡。殊不知，爱的时候，秀不秀，其实都
在一起久了，特别是结婚后，生活
无所谓；反倒是不爱了，才更需要讲究
平淡乏味至极。越是这种不爱的时候， 爱的仪式，让两人找回爱的感觉，再一
越要秀恩爱，用这些仪式，唤醒沉睡的
次爱上对方。
爱，唤醒爱的责任，让原本沉寂下去的
所以呀，越是“老”夫妻，就越得过
爱，
从星火而成燎原之势。
“七夕”。
据《今晚报》

家长里短
王女士 48 岁，她的丈夫张先生 50
岁，两人平时工作很忙碌。他们的婚
姻如今已有 25 个年头，儿子也已经大
学毕业。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婚姻幸福
美满，工作稳定，孩子争气。可是只有
他们自己知道，这段婚姻带给彼此的
是一场
“劫难”。
“多年来，我每天都是生不如死”，
张先生这样描述他的婚姻状态。而王
女士面对丈夫这样的描述，面无表情：
“我经常想死了算了，这样的日子我也
过够了。”
是什么让两个人都用如此决绝的
语言，来描述本应带给人最大温暖的
家庭生活呢？
据张先生讲，结婚前的妻子性格
温柔体贴，结婚后不记得从哪年开始，
妻子处处和他作对，而且有很强烈的
暴力倾向，近几年来这种现象愈加严
重。由于工作性质原因，他经常在外
有应酬，王女士非但不理解，反而经常
恶语相加。
张先生觉得，结婚多年来，他尽到
了一个丈夫的本分，辛苦赚钱，从不拈
花惹草，不知道为什么妻子会对他有

那么大的怒气。
“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是她生病住
院的那半年。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不
可理喻的，但是对我来说只有那半年
的时间她是安静的，没有力气与我争
吵，我感到自己过的是正常人的家庭
生活。
”张先生说完，
无奈地叹了口气。
婚姻生活中感到最幸福的竟然是
妻子住院的那段时间，这让每个人听
来都匪夷所思。
王女士说，她对丈夫的不满主要
源于丈夫家人对她的歧视，而最让她
气愤的是，丈夫从他们结婚开始，就
从来不曾站在她的角度替她说句公
道 话 ，而 是 一 直 站 在 他 的 家 人 那 一
边。在丈夫看来，她承受的痛苦根本
就是小题大做、不值一提。这让王女
士结婚后没多久就开始失去归属
感。加之结婚之后丈夫工作忙碌，很
少和她沟通，总是十分冷漠，让她感
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满腔的怒火
无处发泄，只能通过摔打东西，跟丈
夫大吵大闹来发泄心中的不满，用她
的话讲，
“ 只有发泄的时候，丈夫才会
注意我”。

老娘当“故事大王”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识字有限，平
时不看书不看报。
前些日子，她来到我这里帮我们带
孩子。我和爱人平时工作都很忙，每天
回到家后还得带孩子，感觉非常累。母
亲来了以后，我们一下子轻松了，因为
母亲不仅管接送孩子，还帮我们洗衣做
饭、整理家务。
一个周末，孩子正在睡午觉，母亲
要外出。我问她去哪里，母亲只说去买
点儿东西，便出门了。回来时，已到晚
饭时间了，我问母亲买了什么，母亲说
啥也没买，
就是看看。
一转眼，母亲来了一个月了。我发
现儿子特别黏奶奶，周末中午一到点就
主动跑到奶奶房间，
原来，
奶奶非常能讲
故事，
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
但讲得绘声
绘色，
而且故事都是随口讲出来的，
儿子
特别爱听。我挺感慨，母亲虽然没有多
少文化，
但她心中有自己的故事，
而且讲
出的故事，都是小朋友们爱听的动物或
是童话故事。孩子甚至提出晚上也要和
奶奶一起睡，
我们没有同意，
怕母亲晚上
起来给他盖被子，
睡不好。

一个晚上，
我加班很晚回来，
悄悄地
开了房门。路过母亲的房间时，
听见屋里
有声音。奇怪了，
母亲屋里没有电视机，
也
没有收音机什么的，
怎么有动静呢？而且
还能隐约听见母亲的呼噜声。我轻轻地
开了母亲的房门，
母亲正在床上睡着，
借着
客厅里的灯光，
我发现母亲枕头旁边有一
个
“机器猫”
，
里面正在发出声音，
仔细一
听，
正在绘声绘色地讲着童话故事。
母亲听这个干什么？联系起这些
天，母亲给儿子讲故事，我突然明白了
一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走到母亲
的床边，悄悄地关了她的“机器猫”，然
后退了出来。
我站在窗前，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
来。没有文化的母亲，劳累了一整天，
晚上还要加班听故事，然后再记在脑子
里讲给孙子，这种爱太疼了。可我又感
到无比幸福，因为母亲所付出的爱，是
心的给予，更是幸福的恩赐。这一刻，
我在心底里不断地提醒自己，将来一定
要告诉孩子，奶奶是怎么像老师一样
“备课”，然后把故事讲给你的，因为，你
是她心灵中最亲的人。 据《今晚报》

允许房间“乱”一点

解读

女人成熟从精神独立开始
知乎上有一个问答这样写：
如何当一个优秀的女朋友？答：
当自己没有男朋友就好。的确，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人的成长和
成熟就是从她不再视爱情为信仰
开始，可是拥有这样独立精神的
女人又有多少？绝大多数女人最
害怕的莫过于不被爱，说到底这
是女人真正的软肋——比男人更
需要靠被爱来获得认同感。然而
男人们，或者在结婚时就并不太
爱她们，自然结婚后就装不出来，
或者是智慧太少不知道如何去表
达自己的关怀，或者说中国绝大
多数女人都高估了男人解决情感
问题的能力，总之造成的结果只
有一个：就是女人认为自己在婚
姻中被忽略。
这种情感上的孤立感让女
人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对

爱的极度缺乏让她们没有耐心
再去用理智思考问题，做出对事
情有利的改善，而是变成一只凶
猛的小兽。而丈夫因为不理解
前因就自然无法接受后果，在他
的心中，身边这个女人忽然变得
不可理喻，变成怪物。这种生活
状态在众多情感案例中甚至存
在了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就这样
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狱，依靠强大
的惯性活过了本应是人生中最
美好的年华。
凡事最怕过分看重。把所有
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定会格
外提心吊胆，太过依赖一件事反
而因为用力过猛而失却了事物原
有的面目，离得太近反而看不到
全貌，太在乎身边的这个人，反而
忘却了最基本的合作规则，最终
必定是两败俱伤。 据《今晚报》

一日，一位朋友邀请我和其他几个
人去她家吃饭。
电梯升入七楼，朋友早就在门口等
候了，她一边招呼着我们坐下一边说家
里乱，大家都别笑话她。
她家是三室一厅的大房子，每个房
间都杂乱无章，
堆满了玩具和书。
和我同来的一个人说，这房子这么
好，你怎么不好好收拾一下啊？朋友却
满不在乎地应付道：等你们走后，我就
收拾啦。
我们走了，你收拾给谁看？那人刻
薄地说。
一位教心理学的老师忙打圆场：家
里有小孩子，不能收拾得太干净，得给
孩子一个随意的空间和氛围。说到这
里，她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孩子够可怜
的了，家里是楼房，学校是楼房，整天就
在这水泥的楼房里关着，接不着一点儿
地气，哪像我们小时候，整天在田地里
疯跑，那才叫无拘无束，才叫童年啊！
现在的孩子，能让他们活动的空间本来
就不大，再把这个小小的空间收拾得一
尘不染，然后告诉孩子这里不能动，那
里不能摸，屋子是干净了，可无形之中

也束缚了孩子的心灵。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这
个话题时，朋友的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
家了，在妈妈的示意下，一一和我们打
招呼。然后，连书包都来不及放下，就
从客厅的角落里拉出一个装满玩具的
大包，打开后摊在客厅的地板上摆弄了
起来。一会儿，大概是玩够了，又从卧
室抱出一大堆衣服摆放在沙发上，学着
小商小贩的语气大声喊了起来：卖衣服
喽，
清仓大甩卖，谁来买，
便宜喽……
在朋友家吃的这顿饭，我感觉到一
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随意，
菜汤偶尔溅到
地板上，
也不像在别人家那么尴尬，
扯过
纸巾随便擦一下就扔到垃圾桶里。朋友
还连连说不用管，
一会儿等她来收拾。饭
后，
大家都跑到她家次卧，
有躺着的，
有聊
天的，
有看书的，
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
后来，圈子里要是有谁张罗着在家
里请客吃饭，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
别收拾房间，等客人走了再收拾。
原来，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不
仅是孩子，就连我们这些大人也需要一
个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放松自己
心情的空间呀！
据《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