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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勇（化名）恋爱时，全家
人都反对，因为阿勇学历比我低，年
龄比我大5岁。但那时候的我，满心
满眼都是他。于是，我顶着全家人的
压力，跟他偷偷摸摸地恋爱着。

恋爱两年后，我从家里偷出户
口簿，与阿勇结了婚。

我以为婚后他会好好珍惜我，
毕竟我为了他，跟家人几乎决裂
了。然而，我错得太离谱。

阿勇的家境还不错，父母都是
生意人，可他们全家人都有个爱
好，就是打麻将。有时候七大姑八
大姨一来，全家开两桌都不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渐渐沾
染上麻将。

一年后，我怀孕了，可是六个
月的时候，肚子里莫名没了动静。
从那以后，我对生育产生了阴影。

但是婆婆抱孙心切，半年后，我
再一次怀孕。这次怀孕，我倍加小心，
心情也很焦虑紧张，丈夫虽说比我大
几岁，却一点都不会照顾人。

我小腹疼痛的时候，阿勇沉醉
在麻将中，毫不关心我；我想早点
休息，他们全家搓麻将的声音却此
起彼伏。

儿子出生后，我也整天在麻将
桌上浑浑噩噩，忽略了对他的教
育。他学习习惯差，又非常任性，爱
撒谎偷懒，不求上进。我渐渐意识
到这一点，便主动远离了麻将桌。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常和
客户会面。没有按时回家，丈夫便
一遍遍地打电话，甚至在电话里对
我破口大骂。

我每天很晚回家，累得只想倒
头就睡，他却怀疑我在外面有什么
人。趁我不备的时候，总是翻看我
的手机和包，甚至还跟踪我。

这样的夫妻关系，让我喘不过
气，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能得到一
丝愉悦。

我有个客户，名叫凡 （化
名），他风度翩翩，事业成功，是
我欣赏的男人。凡是个谦谦君子，
总是很照顾我的感受。他知道我对
儿子的学习很担忧，建议我儿子去
学美术，热心地帮助找老师、买颜
料，还让他的女儿与我儿子谈心。

说实话，面对这样优秀的男
人，我总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
当初我先认识他，该有多好。

但我们并没有任何非分的语言
和举动，我们也明白，各自都是有
家庭的人，破坏家庭，再重建一
个，对彼此的生活都是毁灭性的。

有一次，谈业务晚了，凡开车
把我送到家门口，正好被丈夫撞
见。他的疑心病又犯了，上来就对
着凡劈头盖脸一顿骂。

他在那里撒泼的时候，根本没
想过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看我们
这个家，他真是让我丢尽了脸。

回到家，丈夫还逼着我把凡的
联系方式全部删除。那晚，我们吵得
昏天黑地，我发誓再也不想理他。

我有了离婚的念头，可是为了
儿子，我忍住了。就算要离婚，也
要等儿子考上大学。

可是儿子也有些不争气，美术
模拟考的时候，他又考了倒数几名。
丈夫在那边冷嘲热讽：“钱花了，时
间也花了，还没个结果，你是怎么教
育的？你号称天天陪他上课，我看你
是借机在外面瞎搞……”

多年的委屈与郁闷喷薄而出，
我气得摔门而出，住进了宾馆。这
样的男人，根本不配做我的丈夫。

儿子看到我如此伤心，终于懂事了
点，他开始发奋努力，每晚练习到凌晨。

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终于考
上了二本院校。对我来说，这样的
成绩已经很满意了。

儿子马上就要去外地读大学
了，我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留一
点时间给自己，好好思考如何离开
这个不再温暖的家。

在工作上，我逐渐感到力不
从心。新来的员工个个都是高学
历，而我已经是前辈，很多知识
都已落伍，面临着被淘汰的局面。

我决定进修充电，以适应严峻
的竞争环境。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丈
夫，本以为会得到全力支持，没想
到他竟勃然大怒：“这个年纪还进
什么修？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好好教育孩子就行了。”

我当然没有听他的，依旧报
了培训班。但是问题也来了，我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家人都在
搓麻将，儿子更是像一匹脱了缰
的野马，无人管教。

班主任老师有一天打电话来
说：你儿子已经一个月没交作业
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考高中都
成问题。

我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性，将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我
纠正他的生活习惯，还找了个家
教。可是我一出差，家里就乱了
套，儿子的习惯会轻易打回原点。

老师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
说他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我一方面
工作压力大，一方面烦心于儿子的
学习，一度焦虑忧郁，总希望丈夫
能在这时候给我安慰，至少陪我聊
聊天，可他依旧每天上班、睡觉、打
麻将，对儿子的事漠不关心。

我埋怨他，他还反驳我：“这
孩子脑子笨，不是读书的料，顺
其自然呗。”

这样的话，根本不像一个父
亲说出来的。为了孩子的学习，
我跟丈夫发展到一说话就吵架，
家里早已没有了温馨的味道。

幸好，我在工作上的努力没
有白费，成了公司的
部门主管。丈夫的单
位改制后，他并岗做
了仓库保管员。我们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越来越讲不到一起去。
儿子转眼到了初三，我给他

找了一对一的课外辅导。可儿子
似乎并不上心，成绩还是没上

去。看到自己
的付出没有回
报，我的心情
沮丧到了极点。

中考结束了，儿子的分数
仅仅高出普高线一分。他连初
中都学得那么艰难，真的有能
力读完高中吗？能顺利参加高
考吗？

思前想后，我带儿子参观
了各种职校，还去了一
家汽车维修的职高。面
对满操场的破旧汽车，
儿子坚定地对我说：“妈
妈，我要努力考大学！”

我总算有些欣慰。
但是高一第一学期过去了，儿子
的成绩依然徘徊在班级的下游。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
又升职了。肩上的担子重了，工
作也更繁忙了，这样一来，我和
丈夫的关系愈来愈疏远。

爱打麻将的一家

没了温馨的味道

愈来愈远的男人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热情热心
人士加入我们，为爱推波助澜。

地址：海曙东渡路 29 号 （天一）
世贸中心大厦9楼B22室。

电话：87121813 18967886737
QQ：425610150，
微信：yuelaoxingkong

■男女正当时

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如果你深深地爱着一个爱你的人，

就和TA永远地走下去吧，你可能爱TA
只有一点点，但或许对于TA来说，你
就是整片蓝天。爱上一个人需要的是一
段过程，爱一个人却需要相伴一生，如
果不能确定白头偕老，就不要去盲目地
享受这个过程。

陈雨彤 1993 年，高 1.63 米，重
48公斤，本科，国企，年薪8万元。

漂亮，带有邻家妹妹的活泼可爱，
气质很好，大家闺秀；爽朗大方，极聪
明的女孩子。

刘坤礼 1990 年，高 1.74 米，重
68公斤，大专，设计师，年薪8万元。

白净爽朗，健壮稳重，小酒窝很可
爱，属于有理想并脚踏实地的男生；欣
赏气质女孩。

蔡依涵 1990 年，高 1.64 米，重
50公斤，本科，公务员，年薪10万元。

传统的漂亮女孩，皮肤白皙，名校
毕业，有内涵；家境优越，渴望爱情早
日降临。

金浩林 1988 年，高 1.72 米，重
65公斤，本科，银行，年薪10万元。

温和诚恳的小伙子，生活中简单认
真；乒乓球高手，爱运动，找居家过日
子的好女孩。

徐琳 1987 年，高 1.59 米，重 45
公斤，大专，外贸，年薪25万元。

她娇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气爽直的
灵魂，自己创业，有能力，有才情，喜
欢卖萌。

洪春波 1986 年，高 1.71 米，重 65
公斤，大专，私企老板，年薪30万元。

低调务实的小伙子，做事干脆利
落，很大气；外地人，已在宁波买房，
喜欢贤惠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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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星空：
80 后水瓶男，学过
几年心理学，喜欢
舞文弄墨，热衷并
擅长乱点鸳鸯谱。
我的相亲口号是：
只找有“嫁”值的
人！如果你想交友
相亲告别单身，欢
迎和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