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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手葬送了
自己的幸福

2009年10月，我与寒丹正
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时候，
我们是大学里公认的一对金童
玉女。花前月下，我们订了终
身。

然而，寒假回校，寒丹却
告诉我，她的父母得知我来自
偏僻的农村后，极力反对女儿
跟我在一起。他们坚决不允许
一个董事长的千金嫁给我这个
穷小子。

爱 情 的 力 量 是 伟 大 的 。
2012年秋，寒丹不顾家人的反
对，告别武汉老家，来到重
庆，与我领取了结婚证书。那
是我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一
穷二白的经济条件，只允许我
在重庆市郊一家偏僻的小酒店
摆了两桌酒席，完成了我们的
婚礼。新婚之夜，我含泪向寒
丹发誓：今生今世，我若不出
人头地给你幸福，誓不为人！

经过两年多的打拼，2015
年元旦，我在重庆城区开办了
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并花80多
万元在闹市购置了一套新房。
搬进新居的那天，寒丹幸福得
像个小女孩，给她在武汉的父
母打电话：“爸，妈，女儿的眼
光不错吧？”

然而，随着会计师事务所
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有一团阴
影也在我心中越长越大。结婚
四个年头了，寒丹的肚子却一
点也没动静。乡下的父母也几
番询问我们为什么没要孩子。

2016年 7月，我跟寒丹来
到一家专治不育不孕症的医
院，打算彻底做一个检查。中
间，我突然接到事务所秘书的
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客户来
公司谈业务，于是我留下寒丹
等待诊断书，自己回了公司。

由于牵挂着诊断结果，下
午，我早早就回了家。“医生说
我患有先天性不孕症。”寒丹捂
着脸，说话的声音小得只有她
自己听得见。我不信，问她要
诊断书，她却说扔了。

我虽然是个大学生，但父
母的思想很传统，一直唉声叹
气。我也受了影响，表面上安
慰寒丹，心里却很失落。

2017 年 1 月的一
天，我又喝醉了酒，很
晚才回家。刚进门，发
现寒丹正在收拾行李，
高兴地对我说：“公司
派我明天去上海办点
事，要一段时间。”我
“嗯”了一声，态度冷
漠。她仍笑着对我说：
“回来时，我给你带一
件礼物。”

一个月过去了，还
差两天就是春节，寒丹
却还没有回来。我开始
怀疑，有什么大不了的
事儿，大年三十了还不
回家？这天晚上，我正
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突然门铃响
了，原来是凡珠。她从
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那
是一张医疗检验单，上
面写着“妊娠”两个
字。

“你怀孕了？”我大
惊失色。凡珠垂下头，
啜泣着说：“没想到就
那么一次，就……船
总，你说我们该怎么
办？”她说她可以去打
胎，我说：“先不要，

让我想想。”
春节过去十多天

了，寒丹还是没有回
来。她在上海既无亲戚
又无朋友，难道，又是
跟那个同学在一起？

2月底，寒丹才回
到家。她高兴地告诉
我，她在上海找到了一
个老中医，他曾治愈了
数以千计的不育患者。
过年时，老中医回浙江
老家过年去了，她只能
留在上海继续等……我
硬着头皮说：“寒丹，
我们不需要了。我认识
了一个女人，她……她
已经怀孕了。”

寒丹一脸狐疑地看
着我，大声说：“这怎
么可能？”我低着头，
嗡嗡地说：“寒丹，是
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可是，这是事实。求你
原谅我吧，你知道，我
非常想要一个孩子。”

好久好久，她才平
静下来，说：“来，我
让你看件东西。”跟着
她来到卧室，寒丹打开
床头柜，拿出一张纸塞

到我手中：“你仔细看
吧！”我一看，正是我
与寒丹一同去检查的那
家医院的诊断报告单，
上面赫然填着“船冰”
的名字！什么，报告单
上的不育患者不是寒
丹，而是我？这怎么可
能？如果我是不育者，
那凡珠的孩子是谁的？

我找到凡珠，她开
始还否认，但当她看到
那张诊断书时，彻底傻
眼了。她坦白，其实，来
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她
曾跟一个男孩同居过。

2017 年 3 月，经
我多次哀求无效后，寒
丹和我领取了离婚证
书。寒丹含泪对我说：

“当时，医生告诉我是
这么个结果时，我怕你
受不住，影响事业，就
说是我的毛病。为了
你，我付出了全部的
爱，不惜与父母反目。
可结果呢，换来了什
么？”我无话可说。是
我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婚
姻与幸福，我只能将这
杯自酿的苦酒喝下……

■男女正当时

枫红片片，姗姗曼舞胜繁花；雁
声阵阵，一种相思连天涯。每天穿梭在
人流里，终于有闲情驻足观望夕阳染红
的云霞，在这明月朗朗的晚上，捧一杯
清茶。人生如朝露，爱情是最绚烂的花，
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旅途，渴望这朵奇葩
可以让萧瑟的秋景美丽如画。

夏彩儿 1991 年，高 1.63 米，重
49公斤，硕士，事业编，年薪10万元。

五官立体的女孩，透着坚毅的性
格，白皙，有艺术范；长发，有才华。

林卓曦 1990 年，高 1.76 米，重
77公斤，本科，公务员，年薪10万元。

小伙子能言善道，阳光爽朗，很
有亲切感；微胖，幽默，和善，喜欢
卖萌。

黄毓秀 1989 年，高 1.63 米，重
48公斤，本科，银行，年薪10万元。

气质佳人，毓秀内敛，让人感觉
赏心悦目的女生；爱好跑步、旅游和
阅读。

田灵宗 1987 年，高 1.78 米，重
68公斤，大专，设计师，年薪8万元。

白净爽朗，小酒窝很可爱，属于
有理想并脚踏实地的稳重男生；相信
一见钟情。

吴凡琪 1987 年，高 1.62 米，重
48公斤，本科，事业编，年薪10万元。

离异，阳光白皙，性格温和，笑
容甜美让人忘忧；喜欢阅读，找有责
任感的男士。

林寒素 1980 年，高 1.61 米，重
48公斤，硕士，大学老师，年薪10万
元。

书香门第熏陶出她淡雅的气质，
温和亲切；厨艺高手，爱好手工艺
品，吃货，会玩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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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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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景如画
别让时间带走芳华

从那以后，我就像
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
萎靡不振，常常深更半
夜一个人走出家门，再
在后半夜带着满身酒气
回家……

2016年10月的一
天，我在一家酒楼陪客
户喝酒。喝到一半，我
起身上洗手间，经过一
个包厢门口时，忽然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
透过门缝向里一看，惊
得目瞪口呆：寒丹正和
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士在
亲切地交谈。

他是谁？和寒丹是
什么关系？我的脑子里
飞快地闪过种种疑问，
正想着，就听到室内寒
丹接着说：“你不要再
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
过去吧。”又听那男的
说：“你不能这样生
活，你应该……”我再

也听不下去了，想一头
冲进去，又想到那边还
有客户在等待，只得攥
了攥拳头转身离去。

送走客人，我到了
家，寒丹还没回来。我
坐在沙发上猛抽烟，回
想刚才的一幕，兀自心
潮难平。寒丹一回来，
我就劈头问她：“你上
哪儿去了？”她笑了笑
说：“出去跟朋友聊了
一会儿天。”“什么朋
友？”“一个高中同学。”

“是初恋情人吧？”
突然间，我怪笑了起
来。这时，她才听出我
话里有话，直问：“你
跟踪我了？”我气愤地
说：“不做亏心事，不
怕鬼敲门！你紧张什
么？”她愣了一会，闷
着头坐了下来，想说点
什么，却又什么都没有
说。

我的心碎了。看
来，她是真的有了外
遇。我没有再追问下
去，只是苦笑了几声，
甩手走出了家门。

就在那晚，我掘出
了自己爱情和婚姻坟墓
的第一锹。我叫了事务
所新聘的秘书凡珠陪我
喝酒。凡珠长得白净水
灵，“船总”“船总”叫
得很甜。我俩一杯又一
杯地灌着，直到将那瓶
白酒喝了个底朝天……

醒来已是第二天早
上。我发现自己躺在一
家宾馆里，并隐约记起
了昨晚发生的一切，猛
地惊出一身冷汗。天
哪，我怎么会做出这种
糊涂事？

我在枕边发现了凡
珠留给我的一张纸条：

“船总，这是我自愿
的，你不要多虑。”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糊涂事

原来我自己才是不育者

妻子被诊断
“先天不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