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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是醉了”的拒绝

爱情观男女不同渊中冤

姻 商报记者 赵汶 讲述者院海口某个体经营者 阿玉

住在一起的麻烦

阿玉是个城市姑娘遥 皮肤白皙袁身材
高挑袁单眼皮的大眼睛十分有神遥 她说袁从
她谈恋爱开始袁妈妈总会教育她袁今后结婚
了袁一定要好好对待公婆袁因为公婆养育了
她的老公袁作为父母袁都不容易遥 阿玉的丈
夫阿虎是个农村小伙遥

野他人很憨厚袁是个很贴心的男人袁但
不善于调节家庭矛盾遥 冶阿玉说袁她跟阿虎
在一次聚会上认识遥 阿虎是一家民营企业
的职员袁跟阿玉的一个好朋友关系要好遥某
次聚会袁阿玉的好朋友就把阿虎也带了去袁
于是成就了他们两个人的姻缘遥 野他最吸引
我的地方是贴心袁 所以我义无反顾地嫁给
了他遥 冶
阿玉和阿虎结婚了袁因为阿玉家境好袁

所以袁阿玉父母出钱为小两口置了新房袁并
办了婚礼遥婚后袁小两口一直甜蜜地过着自
己的小日子袁直到阿玉怀孕遥
阿玉怀孕后期袁婆婆以照顾阿玉为由袁

带着行李搬进了小两口的家遥同时袁跟着公
婆而来的袁 是阿玉的大姑姐和她一岁的儿
子遥 野我怀孕 7个月的时候袁他们就都搬到
了我家来住袁行李箱都带来了袁完全就是一
副要常住的样子遥 冶阿玉无奈地说袁因为阿
虎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袁 而且妈妈之前
一直教育她要善待婆家人袁 所以她也默认
了一家人都住到了自己家的行为遥 野他们住
进来之后袁不仅没人问过我想吃什么东西袁
反过来还要我给他们做饭吃遥 冶

想到自己挺着大肚子为一家老小做饭
吃袁阿玉就来气遥 她说袁自己平时要经营自
己的店铺袁回到家袁还要给家人做饭吃遥 饭
桌上袁大姑姐家的孩子还会挑剔袁一会说这
个菜咸了袁一会说那个菜没放盐袁太淡了袁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家人的保姆袁 让她

心里十分不舒服遥但是袁阿虎总是会悄悄地
跟她说袁让她忍一忍袁等生完孩子了袁就让
他们都离开袁因此袁阿玉一直忍着一家人的
挑剔遥 没想到袁生完孩子之后袁阿玉跟婆家
人的矛盾越发加深袁直到某一天袁矛盾再也
无法调和遥

她无法忍耐婆家人

一转眼袁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袁阿玉的
预产期到了遥经过一天的疼痛袁阿玉终于平
安生下了六斤重的女儿安安遥出院后袁阿玉
的妈妈本想去女儿家照顾女儿坐月子袁但
是因为婆家人都在袁没有住宿的地方袁所以
阿玉只能婉拒了妈妈的好意遥

安安出生后袁 阿玉每天都生活在安安
的哭闹和一岁多的小外甥的吵闹声中遥 野我
感觉都快要崩溃了遥 大姑姐家的小外甥每
天都扯着嗓子喊叫袁哭闹袁安安时不时就被
吓到哇哇大哭袁我心疼的不得了袁跟大姑姐
说让小孩子安静会袁结果大姑姐却说袁没有
谁家的小孩会安静地待着遥 冶 阿玉气愤地
说袁虽然她对大姑姐家的孩子很不满袁但是
碍于是孩子袁所以也只能忍着不说什么遥然
而袁在女儿满月之后袁发生了一件事袁让阿
玉跟阿虎吵了起来遥 野有一天袁我婆婆抱着
安安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袁 结果小外甥从
旁边跑过来袁照着安安的小脸就是一巴掌袁
把正在睡觉的安安打得大哭起来遥 冶

阿玉叹口气袁说袁安安挨打了袁阿玉跟
阿虎大吵了一架袁可是袁婆家人甚至没人前
来劝架遥 野就这样袁直到安安 7个月遥 冶阿玉
无奈地说袁 安安大了一点袁 小外甥也长大
了袁有一天袁小外甥在沙发上蹦着玩袁安安
则被婆婆抱在怀里袁结果袁小外甥蹦着蹦着
又伤到了安安遥 野我正在给安安倒水袁一扭
脸就看到他撞到了安安的胳膊袁 安安哭的
上不来气了遥 冶
阿玉回忆袁当时她吓了一跳袁赶紧丢了

手里的暖瓶跑到沙发边来袁 一检查安安的
身体袁 发现安安的胳膊软软的袁 好像脱臼
了遥 野我立马开始给安安穿衣服袁然后忍不
住地冲他们喊了起来袁让他们都走遥 冶发生
了伤害事件袁 公婆和大姑子都离开了阿玉
家袁 甚至没人跟去医院问候一下受伤的安
安遥 野当天袁从医院回到家袁看着一地的狼
藉袁我感觉特别难受遥 冶
经过这件事之后袁 阿玉的公婆一家人

再也没有登过阿玉的家门遥阿玉说袁没人来
打扰自己的日子袁她感觉十分轻松遥马上要
给安安过周岁生日了袁婆婆打电话给阿虎袁
想借安安生日回来住袁 但是她却再也不想
婆家人进自己的家门遥 野我婆婆一来袁肯定
是带着大姑姐遥所以我就打电话告诉她袁如
果来袁我给他们订酒店袁住多久都没关系袁
我来付帐遥 冶阿玉一脸轻松地说袁从她打过
电话后袁 再也不见婆婆带电话来说要给孙
女过生日遥

老张院
您好浴 我爱人做业务工作袁经常在外面跑遥 我在家照顾孩

子袁送小孩上下学尧买菜做饭遥可我爱人回到家来袁却常常数落
我袁有时会骂我没本事袁甚至在朋友面前说野要离婚我马上同
意遥 冶这些都让我很难堪遥

最近袁我偶然注意到她给一个男人发的短信袁里面有野老
公何时到冶野爱你冶之类的内容遥 我忍不住去问她袁她却说我卑
鄙袁偷看她的短信袁并坚称没有野那种事冶遥 我又联系到那个电
话中的男人袁对方却称和我爱人只是野兄妹关系冶袁还口口声声
叫我野妹夫冶遥
这件事让我心里很矛盾袁甚至提出过离婚袁没想到我爱人

也同意遥我们有两个孩子袁都在读初中袁成绩很好遥我不愿意因
为家庭问题影响到孩子袁其实也不愿意真的离婚遥可是现在的
情况让我心中十分苦闷袁我该怎么办钥

露翎

露翎院
你心情不好袁令人同情袁从你叙述的情况看袁你的家庭和情

感的确出现问题了遥 但你也不必太过焦虑和纠结袁因为从你妻
子那方面看袁似乎还不会丢开这个家遥
一个家庭袁到了一定的时期袁非常有可能出现情感上的问

题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野七年之痒冶遥 出现野痒痒冶不奇怪袁问题
在于如何野挠冶袁而且要挠得恰到好处袁而不是将野痒冶的那块肉
挖掉遥

首先从你这方面看袁你很爱你的家庭尧孩子和你的妻子遥
有时候这种爱可以体现得大度一些遥 即便是妻子情感出现转
移袁你也可以表现得更男子汉一些遥 如果你们还有感情基础袁
妻子还顾念你们的情分和孩子袁她的情感变化会过去的遥毕竟
社会上有很多只想玩感情而不是真正过日子的人袁 这些人的
真面目迟早要暴露的袁相信你妻子也不会喜欢这样的人遥
如果你妻子真的如你所说袁你一提离婚就同意袁那你就没

什么可犹豫的了袁如果她人还在这个家袁心却在另一个男人身
上袁你的留恋就没有意义了遥
考虑孩子是应该的袁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勉强凑合袁那样

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有好处遥
建议院

A院应该冷静与妻子好好沟通袁看两个人之间是否真的没
感情了袁如果妻子只是处在感情的动摇状态袁你还是努力唤回
她的好曰

B院不要去偷看她的短信和电话袁对你绝无好处袁一是对妻
子的不尊重袁二是看了又能怎样钥 只能给自己添堵而已袁还会
激化矛盾曰

C院如果妻子真的痴迷婚外情了袁不如果断一些袁人在家
里尧心在外头的日子不是更难过吗钥浴

老张

留不住心儿亦枉然

荫女子对爱情的态度远比男子实际遥 男性对爱情往往很
浪漫袁而且狂热袁而女人对爱情通常要考虑婚姻与将来袁她们
评估爱情关系时更加面向现实袁 对经济问题与环境问题考虑
比较多遥

荫在求爱的问题上袁男子一般比较大胆袁主动袁富于进攻
性袁有时甚至过于鲁莽曰而女子则往往瞻前顾后袁欲进而止袁有
时甚至会有与内心相反的行为表现遥

荫在恋爱交往过程中袁男子往往表现得更加狂热袁甜言蜜语
很多袁而且野爱情的温度冶一下子会升得很高曰可是多数女子却喜
欢野温热冶袁要求适度袁过野热冶的爱情反而可能使她们有顾虑遥

荫女子更易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迷惑遥在坠入爱河以前袁
女子的重重考虑比男子多袁但在坠入爱河后袁却更容易轻信对
方遥 有人说袁陷入热恋的男人袁一半是理智袁一半热情曰而陷入
热恋的女人袁全部都是热情袁有时就不考虑其他问题了遥

她也有本难念的经

你内心的善良有木有

你有不能对
别人说的心里话
吗钥 你有情感深
处的困惑吗钥 你
有爱情 尧 亲情方
面 的 难 言 之 隐
吗 钥 野老张谈情
ABC冶 在这里与
你真诚沟通遥
情感专线院
远远怨愿怨源园愿
员猿怨苑远员园怨圆圆圆有心事找老张

ABC

阿玉的女儿要过周岁生日了袁 丈夫
阿虎跟她商量袁 说婆婆想来家里为孙女
庆生遥 阿玉听了后袁告诉丈夫她来处理遥
待丈夫离开后袁阿玉打电话给婆婆袁向婆
婆确认行程袁并表示会为婆婆订好酒店遥
最后袁婆婆再没有来过电话遥 阿玉说袁之
所以这么做袁其实她也是有苦衷的遥

尽量避免接触袁别着急袁一步一步地
来遥 接触越多袁越会让他以为你喜欢他遥
如果他看不到你袁慢慢就会丧失兴趣遥

慢慢地避免接触

或许他不是你喜欢的男友
类型袁却符合你对蓝颜知己的要
求遥 确保你们之间的朋友关系遥

只保持朋友的关系
如果其他方法都以失败告终袁 你可以尝

试不理会他遥最终他会对你失去兴趣遥在任何
社交网络上阻止他尧避免眼神接触等等遥这虽
然不是最好的办法袁却是最后的野杀手锏冶遥

无视他

有一天你和男/女友大吵一架袁隔天他/
她请快递送来一个箱子袁凭直觉袁你觉得里
面会是什么呢钥

1. 昂贵的皮件
2. 一定有诈袁可能是便便
3. 过去的情书尧礼物
4. 空箱子
5. 温馨的小礼物
解答院
1. 选野昂贵的皮件冶
你的内心善良程度 40%袁 属于长得很

善良型袁但其实外表是你的伪装袁真正良善
与否得看以后的造化!

2. 选野一定有诈袁可能是便便冶
你的内心善良程度 55%袁看人善良型袁

会因特定的人事物而激发出善良的一面袁
这类人认为虽然不能害人袁 但防人之心不
可无袁因此他的防卫心较重遥

3. 选野过去的情书尧礼物冶
你的内心善良程度 99%袁 这类是天生

善良型袁根本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袁要小心
不要被人家骗哟遥

4. 选野空箱子冶

你的内心善良程度 20%袁年度善良型袁
猜忌心相当重袁大概一年才做一次善事袁这
类型的人有时候会想太多啰遥

5. 选野温馨的小礼物冶

你的内心善良程度 80%袁后天善良型袁
潜在的慧根会让这类的人愈老愈善良袁这
类型的人会受到宗教或朋友的影响而激发
潜在善良性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