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柚子是我一个读者，上个星期
在后台给我发消息。她说，近一个
月来，她一直处在人生走向的十字
路口，举棋不定。

柚子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
工作。去年认识了现在的男友，当
时柚子 27岁，男友 36岁，在同一个
城市工作，谈了一年多，前段时间
在考虑结婚的事。

柚子说，在恋爱期间，她几乎
从不过问男友经济方面的事情，觉
得既然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薪
十几万，算是有经济来源的，这方
面应该不成问题。

可在俩人商量结婚的时候，柚
子才了解到，工作十几年，男友几
乎没有存款。

男友平时花钱也不是特别大
方，两个人住在一起，柚子不分你
的我的，也拿出自己的工资作为两
个人日常生活的开支。

那他工资哪儿去了？为什么
存不下钱？

柚子的男友据实以告，他来自
十八线小城的一个小村，父母老实
巴交，靠打零工供他上大学，所以
在工作几年之后，他拿出所有的积
蓄，以父母的名字给他们在小城的
城区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小城的房价不高，柚子的男友
是全款买的。

“我爸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我
买套房子给他们养老是应该的。”
他对柚子说。

男友还有一个弟弟，上学时成
绩不好，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后来有人说媒，一拍即合，当即订
婚。

当时，未过门的弟媳妇就要
求，婚后不愿意跟公婆住在一起，
要求他家再买房。

柚子男友的父母又把期盼的
眼神投在了大儿子的身上：“你弟
弟没什么本事，赚的都是血汗钱，
好不容易说门亲事，不能黄了，你
是哥哥，工资那么高，你得帮你弟
弟一把。”

看着老泪纵横的父母，柚子的
男友咬咬牙，以弟弟的名字贷款在
小城又买了一套三居室，毫无疑
问，贷款又是他在还。

婚事操办，柚子的男友出钱出
力。弟弟结婚之后，先是生了个女
儿，再生了个儿子，他们小夫妻在
一家工厂做工，俩孩子父母带着，
平日小夫妻还去父母那里蹭饭。

“你弟弟他们工资不高，两个
孩子抚养起来吃力，你是哥哥，还
没结婚，用钱的地方不多，你能帮
衬点就帮衬点。”这是父母的原话。

于是，柚子的男友又帮衬了，
除去贷款，每个月再打给父母几千
块钱作为生活费。

柚子的男友是在他向柚子求
婚后坦白这一切的，柚子当时就愣
住了。

柚子问他：“你把一切都给了
别人，你拿什么跟我结婚？”

想不到，男友一听这话就火
了：“他们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弟
弟，都是我的家人，不是别人！我
对他们好是应该的！”男友理直气
壮。

“假如结婚的话，你家出多少
彩礼？我们在哪里结婚？房子怎
么办？”这些都是现实问题，柚子不
得不问。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还要
彩礼？那是卖女儿！咱俩不搞这
一套！”

“结婚也简单，咱们暂时先租
房子结婚，等我把家里的贷款还掉
了，我们就一起存钱买房子，我们
俩的工资加起来，没有几年也就能
存够首付了，好吗？”

“柚子，我是真心爱你的。结
婚以后，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吗？”

“柚子，我希望结婚之后，你跟
我一起孝敬我爸妈，把他们当做自
己爸妈，对他们好，他们真的很不
容易。”

男友说完，期待着柚子的回
答。

柚子心乱如麻，一方面确实对
男友有感情，一方面又觉得未来没
什么希望。

柚子跟男友提出，能不能让他
爸妈把他们那套房子卖了，几年下
来也升值了不少，加上柚子爸妈的
全力支持和自己的积蓄，在深圳付
一套小居室的首付还是没什么问
题的。

想不到，不仅男友不同意，男
友的父母和弟弟也跳出来表示反
对：

“父母把我养大不容易，这房
子是报答他们的，怎么可以卖？”男
友说。

“强仔，我们老两口别无所求，
就想在城里有套自己的房子，你要
是卖了房子，村里人该怎么笑话我
们？”父母说。

“哥，现在还没结婚，嫂子就要
卖爸妈的房子，你让爸妈住哪儿？
将来要是结婚了，爸妈还不死在嫂
子的手下啊！”弟弟说。

柚子把这事儿告诉了自己的
爸妈，爸妈态度很坚决，要求柚子
跟男友分手，不同意这门亲事。

“你要是不跟他分手，我们就
跟你断绝关系。”柚子的爸妈发狠
道。

柚子便跟男友提出分手。
男友冷笑道：“哼，我算是看出

来了，你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还不是物质、拜金？还不是嫌贫爱
富怕吃苦？”

有这么一种歪理——在感情
里，一旦因为钱而导致两人的情感
有了波动，出了裂痕，那就是女人
的错，是女人的贪婪虚荣，是女人
的物质，是应该被鄙视的。

贤良淑德的女人被设定为从
来不爱钱，视金钱如粪土，哪怕一
辈子陪着男人吃苦捱穷，也不能有
半句怨言，还要打心眼里敬畏丈
夫，孝敬公婆，帮衬兄妹，似乎这样
的女人才值得娶回家。

事实上，婚姻是两个人的结
合，应该是让两个人都过得更好，
而不是让人过得越来越差，越来越
潦倒，不然还不如单着。

当然，我不是让女人们唯利是
图，离开一无所有的男人。

有些男人，哪怕现在什么都没
有，但是有一颗为小家庭奋斗的上
进心和责任心，并为之努力，假以
时日，随着资本的积累，两个人想
要的，终究会靠他们的双手创造
而得到，会过上属于自己的小日
子。

而柚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男友的家庭一直在拖着他，公

婆和弟弟张着嘴巴，随时开口向男
友索取，理所当然。

男友也丝毫不为自己打算，不
为自己未来的老婆、孩子、小家庭
打算，心甘情愿地一直在无私奉
献，并且还要求柚子将来跟自己一
起承受大家庭的负担。

柚子也是被她爸妈一直从小
宠到大的，经济独立，性格温和。
爸妈小心呵护她，沐浴着阳光长大
的，凭什么跟你在一起之后，要经
受狂风暴雨？

人家姑娘本来在平坦的大路
上走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被你拉下
泥潭？

我跟柚子说，假设一下，你跟

这样的男友结婚了，你将过的是什
么日子？

别管结婚前是什么样的山盟
海誓，闹完洞房关上门，你的失落
感就会油然而生。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升起，就只
剩下柴米油盐酱醋茶。

和这个每月还完房贷、抚养老
家人之后一分钱不剩的人厮守，这
是你的人生。

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住在出租
房里，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

“家”？夜深人静之时，一定没什么
归属感吧？

没有房子，就不敢怀孕生娃，
一旦生了娃，吃喝拉撒睡病学，到
处得花钱，请问哪里有多余的钱？

孩子渐渐长大，当那些同龄人
在双语重点幼儿园读英语学钢琴
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跟你抱怨你
不给他买一台学习机。

还有，你还敢旅行、购物、化
妆、孝敬自己爸妈吗？

你要管男人的工资，男人不允
许：我的工资我做主，我的老家人
我不能不管。

你要男人放弃替弟弟还房贷，
男人不肯：他是我弟弟，我唯一的
弟弟。

等到房贷还完了，你在想：这
下该给咱们的家存钱了吧？可老
家又有事情了：小叔子要买车子、
小叔子想开店、侄子侄女的择校
费、双亲的养老保险、七大姑八大
姨的借钱……

你不肯，又哭又闹，男人几句
话把你打趴下：“我是老家唯一的

大学生，老家人不指望我还指望
谁？”

你看，在男人心里，八竿子打
不着的亲戚都比你重要。

可怜你用自己的工资维持着
小家庭的生活，你的爸妈还得跟着
后面贴补，请问你乐意吗？

其实，女人不怕和男人捱穷，
就怕和男人捱穷捱得没希望，得捱
一辈子，看不到未来，这才是令人
绝望的。

婚后流的泪，是女人嫁错人脑
子进的水。

我看过不少案例，无数原本开
明的父母却对自己女儿的婚姻横
加阻拦，原因就在这里。

试想一下：你有一个养了20多
年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舍得她跟一
个一穷二白的男人去住出租房？

所以，那些要求女孩子婚后跟
他一起吃苦的男人们醒醒吧，别玩
道德绑架了好吗？你弱你有理？

人家姑娘本来可以品尝夜的
巴黎，踏过下雪的北极，却只能跟
你窝在家里，做小伏低，当你们一
家人满意的媳妇，这就是你的爱情
真理？

姑娘，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舍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一直
吃苦的。

苦一时，可以；苦一辈子，不
行！

最后，我想对柚子们说——
当一个男人理直气壮地问你：

“结婚以后，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
吗？”

请你们告诉他：“我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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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以后，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吗？”
“我不愿意。”

专栏节目专栏节目：

爱问稚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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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成功女商人谈女强男纽约成功女商人谈女强男
弱的家庭如何维护弱的家庭如何维护

我经商20多年，专门做厨房
用具。作为第一代移民到美国，
我满脑子想的就是不要让孩子
吃苦，要让家庭走上致富的路
子。就这样我做了厨房用具的
销售，刚开始做的时候那种艰辛
是想象不到的，生意难做，自然
心情就不好，回家也就是整体在
想生意的事，挂着脸，由于生意
的不景气，对孩子老公的态度也
不是很好，甚至家里亮起了红
灯，老公提出了离婚，孩子也觉
得我整个人都变了，一点都不像
妈妈。我彻底崩溃了。。。。。

我 专 门 去 找 了
relationshipcoach，她帮助我找到
了原因，原来是由于工作原因，
客户大都来自于餐馆，平时说话
嗓门比较大，这样带到家里后时
间长了他们都接受不了，认为我
强 势 ，不 可 理 喻 ，看 不 起 人
了。。。。。。她还帮助我厘清了生
活角色和工作角色，并把责任也
重新定位。至今一句话我记得

特别清楚，她说，走进家门，你就
是一个女人和妈妈，需要温柔和
体贴；走出家门，你是一个公司
的老板，需要理性和坚强。就这
样，差不多过了半年的时间，家
庭危机也总算有了好转，帮助我
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问问：：我有三段婚姻我有三段婚姻，，现在是现在是
心如死灰心如死灰，，发现一个不如一个发现一个不如一个，，
这种越过越无味的日子这种越过越无味的日子，，何时是何时是
尽头尽头？？

答：再婚的离婚率比第一段
婚姻高 50%，这就更需要我们要
自省，怎么去将爱的根基放在家
庭的第一位，既然有缘成婚，就
应该认识对方，接受对方，如有
不能接受的缺点也应该用正确
的方式去交流和沟通。千万不
要用比较，控制和改变等手法去
要求对方，这样只会让婚姻越走
越远，多点关心，鼓励，宽容，欣
赏和感情会让感情起到质的变
化。

导致夫妻离婚的导火线，往往是这 4件事
我们渴望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的爱情，也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提醒自己要懂得珍惜与爱护。
但现实是，夫妻相处时间越长，在
时间的冲刷下，两人对彼此的感觉
越来越烦。

如果你现阶段的婚姻生活有以
下三种表现，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些
不起眼的现象很有可能会导致你们
之间出现隔阂，甚至引发离婚。

导致夫妻离婚的导火线，往往
是这4件事！

1、冷战
俗话说吵架是夫妻之间关系

的调味剂，适当的吵架可以是两者

的关系更加亲密。可是如果情商
不够的话，吵完架两个人谁都不想
第一个认错，而是保持冷战，那么
夫妻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淡，很不
利于夫妻关系和谐。

2、总要把别人拉到你们的争
吵中。

这种情况简直是太常见了，往
往夫妻吵架小两口自己磨合两天
也就解决了，但其中一方总有拉别
人劝架或者解说的坏毛病，听人家
的建议是好事，但这是你们之间的
矛盾别人贸然评论只会让你们的
矛盾更大化，时间久了别人也不愿
意过来劝说你们。

3、不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
的爸妈

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家庭，有
着不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从骨子
里人都有维护自已家庭的自私性，
可是你们是一个家庭，要学会互相
体谅，不然下次吵架后，对方父母
就不会劝你们和好了。

4、不给对方台阶下，步步紧逼
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退步，对

自己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说一
旦你的爱人犯了点错误，这是如果
你步步紧逼，他肯定会觉得你大惊
小鬼，觉得太较真了，难免内心会
产生抵触。但是如果你先抑后扬，

就是你说上他两句，但是最后给他
个台阶下，尤其是外人面前，更要

给他面子，这样他的心理就会很舒
服，有可能还会很感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