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2012年元旦，大家都在忙
活着晒年终奖晒年会靓照晒各种
高大上的新年愿望时。

小朵也晒了一句：2011年，我
辞了五份工作，换了四个城市，有
了三个家，流了两个娃，只爱一个
男人。

我问她：流娃这种事，何必写
出来？

她说：这样，就没有其他男人
会要我了，大鹏会知道我一心一意
的决心。

这世上如果有一万个女人，那
就一定有一万种痴情的方式。女
人，天生就是用来为爱写传奇的。

小朵就是其中一个。
那个男人，我认识。
但是，我记得2009年毕业那天

的散伙饭，酒醉后躺在小朵的腿上
睡着的是牛然。

第二天，牛然牵着小朵的手送
她上了火车，小朵坐下后又转身跑
了出来，用力的抱住了牛然，不肯
放手。

五分钟后，这一对刚刚开始恋
爱就要分别的毕业生情侣就各奔
东西了。牛然去了深圳，小朵回了
老家。

随后的一年，牛然在深圳的跨
国公司做的风生水起，能言善说的
他很快就被提拔了。小朵也在深
圳和济南的航班上飞的不亦乐乎。

用她的话说所有的工资都没
动，都换成机票一摞一摞的捆在自
己的抽屉里，见证着异地爱情的厚
度。

有时候，信仰的忽然倒塌就在
一瞬，措手不及。

小朵说，决定离开牛然的时
候，她只因为一件事。

什么工作忙啊没空陪啊不浪
漫啊没情调啊统统弱爆了。

那天，牛然牛气哄哄的说，你
男朋友有钱啦，买房啦，给你！

然后啪的一声把钥匙很牛的
拍在桌子上，等着小朵兴奋的去
拿。

小朵微微一笑，说了句：恭喜
你。

第二天，也就是2010年国庆某
天，小朵收拾行李消失在深圳。

途中给我发了短信：饭饭，我
的电脑主页再也不用是携程了。
呵呵。

我回：真的非得这么骄傲啊？
她回：必须的。
至此，她和牛然的爱情终结。
我身边像小朵这样的姑娘不

多，她拒绝了身边很多追求者，静
静地呆在牛然身边，看着牛然的女
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终于在临近
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末班车，成为他
的女朋友。

还是散伙饭后KTV里，小朵一
动不动的让牛然枕着大腿睡了一
晚把他感动了。

小朵和牛然分手后，很快的交
了现在这个男朋友，小朵唤他大
鹏。

大鹏也是当初她的众多追求
者之一，家在安徽桐城。

就这样，小朵又默默的把主页
换成了携程。哈哈。大伙调侃她：
你就认了吧，远嫁的命。

她笑成一朵花，说是哦该嫁
了，我怀孕了。

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的建议，
让大鹏来济南工作，让小朵拿孩子
要挟他。

可是小朵默默的打掉了孩子，
收拾了行李去了桐城。

一片唏嘘。
我说：干嘛这么糟蹋自己？
她回：爱他。

2011年五一，我和宫先生自驾
游，我坚持说服了宫先生，一定要
绕路去看看小朵，去看看这个骄傲
又倔强的姑娘怎么样了。

约好的饭店，小朵牵着大鹏姗
姗来迟，嘴里嘟囔着：“不好意思，
临时出了点事情。不好意思。”

“小朵你！你又怀孕了。”我一
眼就看出了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小朵躲闪着说没有啊，别瞎
说。

哦。
寒暄过后，聊及工作。小朵

说：“我现在做咨询，不过马上辞职
了，大鹏的妈妈让我先回大鹏老家
工作。”

大鹏说：“是呀，在县城里买不
上房子。家里怎么着也是二层，有
地方住。”

我问：“那你们俩不就分开
了。”

大鹏刚想说话，小朵抢着说：
“没事，有合适的机会他会回去和
我会和哒。”

那时看着小朵满脸的幸福，我
心想小朵过的其实还不错，大鹏也
还挺不错的。

吃完饭，大鹏结账去了，小朵
俯在我耳边说，饭饭，我和大鹏不
会分开，他暂时没有工作，我们一
起回镇上。

我诧异：“那刚刚……”，我其
实想说你干嘛刚刚不说。

她说，我怕他没面子。
好吧，善良的姑娘，我一低头

无意间她穿着一双磨的起了毛的
皮鞋，大概明白了几分，猜到他们
的物质生活应该有些窘迫。

回青岛后，有一天，接到小朵
的短信，问我借六千块钱，第一反
应，手机被偷。

赶紧打过电话去。
却是小朵接

的，我说：“朵啊，
我刚刚收到一短
信……”

“是我发的，
不是骗子，我需要
用钱，不好意思和
你开口。”

“怎么了？出
什么事了吗？”

“嗯……饭饭
……你上次看对
了，我怀孕了，得
打胎。”小朵弱弱
的回答。

“怀孕了好事
啊，干嘛打胎，他
妈妈不是都知道
你们的事情了吗，
结果就是了。”我
很不解。

“现在不是时
候，大鹏去电脑学
校进修了，把我攒
的那些钱都交学
费了。”

我这才真正
的对小朵的现任
男朋友大鹏有所
了解，毕业后第一
份工作受挫后，没
有稳住，接连跳
槽，经常大段大段
的时间就耗在家
里等笔试等面试，
还好小朵有工作。

宫先生私下
和我聊天时候说：

“小朵现在连打胎
的钱都没有，你说
她会不会后悔当
初没有放下骄傲

拿起牛然给他的新房钥匙？”
我说不会。
宫先生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怎

么想的？
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人家怎么

想的。我是说我也不会放下骄傲
去捡一串男人丢来的的车钥匙房
钥匙，所以你记好了，想送我东西
先送个吻热热场，再双手捧上礼
物。

宫先生说：遵命遵命，女王大
人。

女人，如果你的男人连同爱和
尊重一起给了你，你会不会像我一
样爱死了这种时光。

所以，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理
解小朵。

我给小朵打过了她需要的六
千，等了几天，等她有足够的时间
打掉孩子并休养好，我才打电话给
她。

我说：“朵啊。骄傲也好，自尊
也罢，首先得爱惜自己呀，这一次
次胎是为何？”

在人前永远淡淡微笑的小朵，
终于在我面前打开话匣。

“饭饭，回大鹏老家的镇上，我
只能找一份还上夜班的工作，活不
多，经常休息，所以工资就只能拿
到一千多，我们养不起孩子。”

让大鹏出去挣啊，养活老婆孩
子那不是应该的吗？”我有些气愤，
小朵怎么找个软男。

“我不想催他，他有他的想法，
时机不到”小朵弱弱的说。

“滚他妈的时机。等你打几次
胎才是时机？”原谅我，小说内外我
都气愤那些随意打胎的女人。

都给我记好了，就算刘德华和
你睡，没结婚也坚决不能怀孕。

可是，小朵显然生气了。“好
了。饭饭。谢谢你肯借给我钱。

我一定尽快还上。先挂了。”
……
所以说嘛，你不是别人，永远

也理解不了别人。
谁知，别人找上门来。
牛然从球球上找到我，饭饭，

我不好意思直接联系小朵，她现在
好吗

我说，挺好的呀。
他说，哦。
过了好久他又说，听说小朵远

嫁了？
我说，远是远了，还没嫁。
牛然说，我结婚了，对象也是

我们校友，一个公司的同事，小朵
走后，我挺失落，就和同事日久生
情了。

我说，说这个是让我转告小朵
有女人替她住了新房？！

牛然说，什么？！
他竟然从来不知道小朵离开

他是因为他那气势凌人的一拍房
钥匙。他这样说：

“我以为小朵看到了我们之间
的差距而自卑的走掉了，我是总监
她是小员工。我还以为他受不了
我主导安排她的生活，我也以为她
异地恋跑够了……”

我说，“停，你以为对了。”
我才终于明白小朵嘴里所谓

的因为骄傲离开了牛然，其实是压
倒小朵初恋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牛然说的话里，我已然看到
了他们俩之间不平衡的恋爱关系，
可能，牛然早已经因为自己事业的
小有成就而对小朵颐指气使了。

抱着尊严，小朵走掉了，转身
投入大鹏的怀抱。

我只是不明白，大鹏，看起来
不急不慢不上进，甚至有些软骨
头，小朵为何这么坚定。

直到2012元旦，

小朵晒出：“……流掉两个娃，
只爱一个男人。”

我说：“这个男人有什么好，让
你流掉两个娃。”

小朵说：“大鹏从安徽桐城执
意来了济南说服我，让我生下第一
个孩子，他让我等他，他要回去申
请去原来公司的济南办事处，我趁
他回去的时候打掉了孩子去了桐
城。”

我说：“他没骂你太自作主
张。”

小朵说：“没骂，他心疼的哭
了，和原来公司请假一个月，陪了
我一个月，丢掉了第一份还算不错
的工作。”

我说：“所以他以后找工作不
顺，你都能理解并包容他了？”

小朵说：“你如果知道第一个
孩子是牛然的，是不是就理解我
了。”

我说：“什么？！那大鹏为什么
会跑去执意让你生下来？”

小朵说我也不知道。
2013年国庆，小朵再度怀孕，

大鹏的计算机工作室也逐渐有了
起色，这一次，他们选择完婚。

我看到小朵又在晒了：
我只想有你和我在一起，没有

名车豪宅，谢绝繁华乱世，独守一
片相濡以沫的宁静。

他们的婚礼上，大鹏悄悄和我
说：“小朵说你竟然不明白我为何
让她生第一个孩子，你写过那么多
爱情故事，竟然不知道爱就是尊
重，尊重她的性格，尊重她的习惯，
尊重她爱情的结晶，不管是和谁
的，始终是她的。”

我用力的碰了碰他的杯，“祝
福你们！”

至此，小朵终于远嫁了。这个
远嫁姑娘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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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嫁的姑娘，你过的还幸福吗

专业背景：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美国戈特曼二级夫
妇治疗师，美国正面管教家长讲师，美国NLP(神经语言程
序)执行师。20年专业经验，超 10000小时个案，帮助超过
1000个家庭重获幸福。

擅长：评估，干预及改善各种婚
姻关系，提高亲子关系。

联系方式：1（240）716-1000
扫描二维码私聊

1.火星哥问：我老婆是做会计
的，最近却迷上了为同事做心理
咨询，但是却严重影响到了我们
的感情，主要原因是:1.开始嫌弃
我挣钱少，指责孩子不懂事；2.每天晚饭后就关上门和
小鲜肉打电话，从一开始的半小时到 3 小时，且时间已
经长达 3 个月之久；3.我看到一条让我不舒服的短信，

“我们都是苦命人，我的小暖手永远在”！请问这些现象
是正常的吗?

答：这些从咨询师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不正常的，行业
规定：为了避免模糊不清的界限，朋友不能做咨询；再次，
需要专门的资质；最后，时间一般为45分钟。另外，据说小
鲜肉是因为绿卡骗婚并被骗财30万美金，这需要作为重大
创伤来处理，如果作为一般的朋友，可以暂时疏解情绪和
压力，但要真正处理好这种创伤，需要专门的治疗师。你
老婆现在可以做的是尽快转告小鲜肉并帮助他找到相关
帮助的人，越早介入干预越好。必要时可能还需要寻求律
师的帮助。

另外，建议你老婆，既然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也必须确
保自己家庭不能后院起火，如果在你们的生活中关系已经
发生了不舒服的改变，那就要赶快调整了，好好的和你老
婆去谈谈，为什么近期突然嫌弃你赚钱少了，指责孩子不
懂事，怎么做才让能一家人看到未来和感到幸福。。。。。。
认真规划好你们的小家庭，千万不要像蜡烛，照亮了别人，
燃烧了自己！

2.产后阴郁女问：刚生完孩子，婆婆照顾得很好，孩子
也很可爱，但是想到今后的教育和责任，自己的现状和生
存压力，我感到很害怕，想逃避，想自杀，真的很痛苦，怎么
才能让自己变得快乐起来?

答：产妇由于内分泌的影响，会出现抑郁心境，显得很
悲伤，表情苦闷，唉声叹气，甚至常常哭泣;愉快感缺乏，没
有任何事情能使她们高兴等等。产妇首先要注意休息，饮
食营养均衡和适度运动外，还需要在内心做好如下调整：

放下思想包袱，消除不必要的担心，接受自己身份的变化，
加强你们的亲密关系，任何事情多和老公商量，你们是一
家人，你们要一起面多新生活，新挑战！对自己的孩子负
责，而最好方式就是做更好的自己。

此时老公特别重要，要做的是让你的太太知道：
1. 我永远在你身边，任何事尽管吩咐。
2. 赞美太太：漂亮，有气质，很快会恢复身材的。
3. 多分担家务。
加油，这位妈咪。

3.一男士问：30年未见的妈妈，突然从天而降还需要
抚养，我有责任和义务吗？

答：经咨询律师，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你需要承担部分
责任，因为你母亲在你小时候养育了你7年；如果你是美国
公民，会按照美国的法律来执行。

这位妈妈，你现在年龄还不大，人家蒸发30年后突然
降临在你儿子媳妇家，你有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你有无
想过是否生活能和谐? 你现在也许还有生活自理能力，先
对自己负责吧，不管是行动能力还是经济能力，也许真的
到了需要你儿子媳妇帮助的时候，他们才不至于袖手旁
观。

4.D 女生问：谈恋爱 2 年了，和男生相处还算融洽，
没有什么争吵，一切平平淡淡，双方家长觉得年龄不小
了，该结婚了，于是就将谈婚论嫁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但不知为什么，我就开始变成了“作”女，我都讨厌自己，
怎么办？

答：你的“作”，其实是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相恋2年，
还在化学反应期，也称魔幻期，所以较难看清楚地方的优
点和缺点，所以你不确定:男生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类型？
男生到底爱不爱你？你到底爱不爱他？。。。。。建议再花上
一年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将魔幻期过渡到梦中情人清
醒期，就能更清楚的全面了解对方，再考虑婚嫁大事还不
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千万不要因为年龄等因素就结
婚，还是需要双方了解透彻并对
未来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的时候
才是最合适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栏目，
请为我投一票吧！这将是给我最
大的鼓励！

步骤：1.扫描二维码；2.华府
十佳---教师类---黄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