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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十岁，我就不想嫁给你了
在最新的一期综艺节目《亲爱

的客栈》中，刘涛和王珂举办了一
个庆祝结婚十年的小Party。

吃饭期间，刘涛顺口问了纪凌
尘一句：你想多少岁结婚？接着补
充了一句，王珂是27岁跟自己结婚
的。

纪凌尘是 93年的，24岁，而他
的女朋友阚清子是 88年的，29岁，
两个人相差了5岁。

纪凌尘自知自己还不够成熟，
可“她耽误不了了”。

阚清子听了脸上有些许尴尬，
边吃着蛋糕，边侧头看自己的男
友，起身说想再要块蛋糕，不太想
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纪凌尘问阚清子：“清子，你打
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正拿蛋糕的阚清子一脸错愕，
你还问我？

一帮人开始起哄，让纪凌尘现
在求婚，纪凌尘只能推脱说没有戒
指，刘涛王珂夫妇忙说把自己的戒
指给他，坐在一旁的陈翔则说：“你
俩现在已经公开了，随时结婚，其
实没有什么，只有好，没有坏。”

纪凌尘一杯酒下肚，场面有点
尴尬，阚清子出来打圆场：“他还没
有做好准备。其实我对婚姻本来
就没有什么信心，可能是因为我父
母本身也是离异的。”

他还没有长大，他还不够成
熟，还没有车和房，没有足够的钱，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对婚姻也没
有信心......

这些推辞都没有错，两个人都
有自己的苦衷。

我很理解清子内心的感受，但
是我也特别理解小纪内心需要的
这种担当和他需要更坚实一点。

听了刘涛的一番话，纪凌尘的
眼泪下来了，刘涛又转过头对阚清
子说：

你真心喜欢一个特别踏实的
男孩这么多年，无论他是什么
样，你跟他吵，跟他闹，其实都是
一种小小的宣泄，其实你渴望的
这种爱和安全感，有的时候是这
个男孩无法给你的，因为他不够
成熟。

阚清子也哭了。
阚清子能够理解纪凌尘所要

背负的东西太多，她知道他的压力
很大，但是就如刘涛所说的：“她不
能等，不能一直等。有的时候，女
孩等等等，就等跑了。”

有多少钱才能结婚有多少钱才能结婚？？
如今高昂的房价是横亘在青

年男女奔往结婚的道路上很大的
一块石头。等我买了车买了房就
娶你；等我有了XX的存款就娶你。

究竟要有多少钱才能结婚？
转念一想，像阚清子纪凌尘这

样的明星情侣，一个演员一个模
特，虽然说不是什么一线大热流量
明星，但是总比普通人有钱得多
吧，温饱问题自然是不用说，生活
水平早在小康之上了吧。

多少人可能奋斗一年、十年、
二十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赚来
的钱，人家拍场戏，走场秀，参加个
综艺节目就赚到了。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觉得并没

有赚到足够可以结婚的钱？
在家乡的小城市买套小房子

才可以结婚吗？
在二线三线城市能够付清一

套小公寓的首付才可以结婚吗？
还是在北京上海全款买下一

套别墅才可以结婚吗？
人的欲望永远是无穷无尽

的。钱也是永远都赚不完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赚够足够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赚够足够的
钱钱？？

一个男人想给一个女人一个
家，想让她过上好日子，这有错吗？

当然没错。错的是你给她承
诺，却从没为她努力兑现你的承
诺。

宝贝，我们一起努力，买一个
大房子。

宝贝，等我有钱了，就带你去
环游世界。

宝贝，等我有钱了，就给你买
你最喜欢的那个包。

宝贝，等我有钱了，我们就结
婚，给你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
你为她编织了那么美好的未

来，可是刚说完，就打开了游戏。
宝贝，我真的好累，赚钱怎么

这么难。说完又打了一个通宵的
游戏。

他的目标不是买车买房，不是
带你环游世界，更不是和你结婚。
这些给他带来的快乐都不如赢了
一把游戏。

那些许下的承诺，就像泡沫，
多美啊，可是一戳就破。

过了三十岁过了三十岁，，我就不想嫁给你我就不想嫁给你
了了

刘涛在节目中说，她跟好多朋
友聊过这个问题，似乎女孩子过了
25岁之后就天天都想着结婚，可是
过了三十岁，她就不想结婚了。三
十岁就像是一个转折点。

其实女孩本身在被催婚这一
点上就比男孩背负的压力要更大，
一方面是来自家人的催促，另一方
面是看到自己的好朋友都纷纷嫁
人了，也会开始有点心急。更别
说，还会有一些好事之人在背后嘀
咕。

所以，女孩子虽然嘴上说着不
着急，但是其实她也会默默在心里
设定一个期限。

这个期限，是给你设的，更是
给她自己设的。

她可以等你。等你长大，等你
变成熟，等你有钱，等你事业有成，
等你有车有房，等你终于有了娶她
的底气。但她不会一直等你。

或许三十岁是她的期限，或许
是二十六岁，又或许是三十五岁。

到了那个时间，尽管她再怎么
爱你，她也一定会狠下心来离开
你。因为她等不起了。青春宝贵，
年华易逝，她不想再在你的身上浪
费时间。

又或者，她终于明白了，那个
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人，根本没有多
爱她。

我不再等了我不再等了
多少人在一起那么多年，那么

相爱，最后还是分开了。

你总是疑惑，为什么我会离开
你，似乎毫无征兆，又或者我们在
一起那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早就默
认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吧。

可是，爱情又岂是在分手的这
一天死亡的。

金钱可以杀死爱情。现实可
以杀死爱情。距离可以杀死爱
情。细节可以杀死爱情......

爱情本就那么脆弱，而直至雪崩
之日，又有哪片雪花是无罪的呢？

不过都是失望越积越多带来
的结果罢了。

我不是不可以等，我也不会催
你和我结婚，但是你既没有在日常
细节里给过我足够的爱和安全感，
更没有真正地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我又有什么信心和你一起继续走
下去呢？

所以到最后，我终于懂了，你
不是不想结婚，你只是没那么想和
我结婚罢了。

你或许是爱我的吧，只不过没
有我想象中那么爱罢了。又或者
你还是不成熟，只是一个小男孩，
可我用了一整个青春陪你长大，你
还没长大，我却要老了。

有时候，我多想，回到当初我们
刚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们只
是单纯地去爱、去为对方付出，我们
幻想着未来美好的日子，只是后来我
们两个人要背负的东西都越来越多，
想从对方那里获取的也更多，这爱似
乎也就没那么单纯了。

或许你我都没有错，你有你的
苦衷，我有我的无奈。只是，我不
再等了。

婚姻里，该如何正确
对待另一半的“私房钱”

11、、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私房钱仅仅是一笔小钱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当作没看见，因为那说明你的另一半存
这么一笔小的私房钱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想多点自
由可支配的资金。并且很有可能是为了给你制惊喜
才攒的。即便不是，那作为他的日常开销也没什么关
系，男人有时候也不要管得太严了，适当的放宽一下，
既不影响家庭的经济规划，又可以让另一半享受一点
经济上的自由支配，让他感觉到开心，何乐而不为呢？

22、、开诚布公开诚布公、、坦诚交待坦诚交待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私房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的

话，那你可要引起重视了，这说明你的另一半在经济
收入这一方面对你有所隐瞒，又或是对你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下的你，千万要克制自己的情绪，需要掌握
方法来让自己的另外一半坦诚交代这笔私房钱的来
源和用处，而不是自己的另一半一回家就恼羞成怒的
对他指责一番，这样处理不但会引起夫妻之间的争
吵，同时也会让他以后更加防备你。建议选择在双方
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把私房钱的事情提出来，比如
你可以装傻对自己另一半说家里莫名其妙的多出来
一笔钱，来路不明，让你感到很不安之类的。相信这
个时候你的另一半肯定是不会装傻的，反而会觉得心
里有愧，就坦诚交代了呢。

33、“、“私房钱私房钱””透明化透明化
私房钱透明化管理，就是允话自己的另一半存私

房钱，也不限制他的消费项目，但是这笔钱的消费明
细需要告知对方。有人会说，这不相当于还是对方管
着的吗？只是消费明细被透明化了，但支配还是自由
的。如果是管制的话，那钱还是在她手里，有可能她
哪天心情不好，你就有可能拿不到钱哦。总之，夫妻
之间的相处要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这样的家庭才能
幸福美满。

专业背景专业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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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10000小时个案，帮助超过 1000个家庭重获幸
福。

擅长擅长：评估，干预及改善各种婚姻关系，提高亲子关系。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1（240）716-1000
扫描二维码私聊扫描二维码私聊

MM先生先生:: 我现在有我现在有 22个孩子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分别是分别是 55岁和岁和 66岁岁。。我由于工作原因在纽约州我由于工作原因在纽约州，，平时就平时就
周末回家周末回家，，孩子他妈带着孩子在马州孩子他妈带着孩子在马州。。前不久发现出前不久发现出
轨轨，，最让我气不过的是她当着孩子的面带着男人在楼上最让我气不过的是她当着孩子的面带着男人在楼上
鬼混鬼混，，66岁的孩子由于无聊就跑了将近岁的孩子由于无聊就跑了将近 1010分钟到了亲戚分钟到了亲戚
家家。。东窗事发后我们就找了律师办了分居离婚协议东窗事发后我们就找了律师办了分居离婚协议，，她她
没有选择要孩子和财产没有选择要孩子和财产，，但是仅仅过了但是仅仅过了 1010天天，，她又反悔她又反悔
了了，，不愿意分居并离婚了不愿意分居并离婚了!!我现在也很纠结我现在也很纠结，，二孩他妈二孩他妈，，我我
还真的需要留下你吗还真的需要留下你吗??

答: 从理性上说，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完整的
家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毕竟浪子回头金不
换。

从感性上说，作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全职太太，感情
上的出轨不能以孩子的安全为代价，还带着一个男人到家，
这给孩子什么样的榜样呢? 况且办理分居离婚的时候很爽
快，孩子也不要，难道她在10天之内想明白了吗? 真的知道
自己错在哪里吗? 真的明白作为一个妈妈和妻子，该做什
么吗?

最后，我给你的建议是: 1.你们之间需要尽快解决的是
分居两地的问题，长期的分居两地对婚姻稳定具有极大的
挑战性；2.经过这个事件，你是否还信任她? 如果有变化，怎
么去修复? 3. 作为女性，你是否知道怎么保护家庭和自律
自爱? 如果以上问题你们都能商量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我
建议你们以家庭完整的大局为主, 人无完人，原谅别人也就

是原谅自己。

LL太太问太太问:: 我的丈夫在家基本不做家务我的丈夫在家基本不做家务，，我实在忍受不我实在忍受不
了的时候需要吼叫了的时候需要吼叫，，才能动一动才能动一动，，家里需要商量大事都要问家里需要商量大事都要问
他妈他妈，，更令人气愤的是近期还和一个女的有暧昧关系更令人气愤的是近期还和一个女的有暧昧关系，，当我当我
责问他时责问他时，，他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不温柔他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不温柔，，不像一个妻子不像一个妻子。。我我
平时对他照顾有加平时对他照顾有加，，关怀备至关怀备至，，他一丁点没有感恩他一丁点没有感恩，，这种宝这种宝
丈夫丈夫，，何时会像个男人何时会像个男人??

答: 当一个女人母性泛滥的时候，男人的情爱几乎为
零。因为他对你只有感激，没有爱意。相爱的两个人是平
等的，男人会给与太太关心，女儿会给与男人尊重。试想一
下，在你们的婚姻中，这些基本的平等存在吗?

叛逆女孩叛逆女孩:: 我今年我今年 1818岁了岁了，，我想叛逆我想叛逆，，我想去打工我想去打工，，不不
要读要读书书，，我爸妈不让我叛逆我爸妈不让我叛逆，，是不是侵犯人权是不是侵犯人权??

答: 给父母: 18岁的孩子，要自由，要成人感，要同伴
的认可，更要尊重和归属感。在孩子这段个性化时期，
我们不要挑剔，不要唠叨，不管发生什么，要接受他们的
观点和兴趣，再这个基础上再给与引导。皮格马利翁效
应提到”权威性谎言”，就是说每个孩子在成长路上都需
要贵人指点，这个贵人就是给与孩子信任，赞美和鼓
励。给女孩子:女孩十八而丽，是希望女孩在成年时，从
内而外地让自己美丽起来，获得一生的幸福。事实上，
这美丽不仅仅是指容颜的秀丽、身姿的曼妙，而且是指
品质的纯正、个性的温婉，以及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
的优雅气质。能拥有幸福的人，注定是那些勇敢地选择
自己人生轨迹，并努力圆梦的人；是那些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和修养，让生活无法忽视其存在的人；是那些努力
让自己变得美丽，用自己的优秀让世界绽开笑脸的人。
这需要你练就慧眼，知书达理，对社会和朋友有正确的
认知能力，所以，希望你为了未来
的幸福并成为真正美丽的人，我
建议你现在安心读书，结交善友。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栏目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栏目，，请请
为我投一票吧为我投一票吧！！这将是给我最大的这将是给我最大的
鼓励鼓励！！

步骤：1.扫描二维码；2.华府十
佳---教师类---黄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