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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远离混蛋（上）
千金娘方
□丁兆梅
宝宝，咱们继续闲聊爱情，你耐心旁听就
行。近期的新闻比较闹心，如北大法学院女
生包丽为情所困服药自杀导致脑死亡一事，
令人扼腕叹息。但我们不能只跟着叹一回
气，骂一回渣男混蛋，然后过后不思量。等到
下次奇葩揪心的悲剧再次发生时，再次加大
力度骂一骂那些因爱而自艾自怨自残自杀的
女生（偶尔也有男生）太傻太笨。
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小白兔一样的女生，
因为圈养太久，对于狼外婆毫无辨别和抵抗
能力，她们的识人水平、自护意识、两性观念
等，往往和智商严重不匹配。这是为什么
呢？也许是关于异性交往和性教育的空白缺
失，也许是原生家庭中得到的爱太少或比较
畸形，也许是从小被灌输了错误的观点，早早
被剪断了翅膀。等她们磕磕绊绊长大，遇上
渣男或混蛋，以为那就是光，就是暖，就是爱，
自然就飞蛾扑火般忘了自己。
等到出事后，那些无助无奈仓皇善后的
父母亲朋，总会各种悔不当初。肇事者，也许
会受到道德谴责，但大多数够不上法律制
裁。更让人无语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
己渣，谈恋爱嘛，你情我愿，没人逼你这样做，
对方非要以死来证明什么，真是太遗憾了。
我仔细搜索过，让包丽走向绝境的北大
学 兄 是 否 是 PUA，一 时 讨 论 如 潮 。 何 为
PUA？简而言之，就是男人各种套路包装自
己，赢得女生爱情，继而骗取钱财，进行精神
操控，导致对方完全丧失自我，甚至不惜放弃
生命。国外盛行已久，国内也有这样的商业
机构，专门给天真姑娘们挖坑，早该被一网打
尽了。
爱情本身是件妙不可言的事情，不分男
女。越美好的东西，越要小心守护，越要注意
荆棘丛生。真正的爱情是有前提的——得遇
到和你匹配的灵魂，遇到真正爱你和你爱的
人。恋爱有风险，开始需谨慎。未陷入情网
之时，就需擦亮眼睛，反复确认对方是不是对
的人。淡定啊淡定，两情若在长久时，根本不
用担心他会走散，是你的，终归丢不了。两情
若非长久时，你会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不快
乐，当痛苦多于幸福，当怀疑大于信任，相信
自己的感觉，不要犹豫，不要沉溺，不要自我
贬低，不要委曲求全，赶紧向亲人和专业人士
倾诉和求助，通过他人的判断，来助你识别渣
男和混蛋。旁观者往往更容易理性在线，真
的感情，
理应禁得住他人的推敲和考验。
爱是什么？爱是天赐的幸福，是乍见之
欢且久处不厌，是在对方眼里发现更好的自
己，是相互不由自主的成全。偶尔需要牺牲
和委屈，对方会有感知，也不会让你一直将就
和心酸，舍不得让你总是付出和憋屈。爱是
一颗灵魂遇到另一颗相似的灵魂，允许靠近，
但依然保有独立和自由。爱是对路边的玫瑰
一见钟情，但不忍让娇艳的花朵失去根基，会
尊重玫瑰的生命和扎根的土地。爱是力量、
是方向，会指引他在不远的地方站成一棵树，
风雨来袭时，一起抵挡狂暴；阳光灿烂时，共
享天清气朗；
寂寞孤单时，默然、相望、陪伴。
爱不是什么？不是以恋爱之名，行毁灭
之实。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是占有、是摧残、
是发泄。所有这些，只是在以爱之名，将自己
受过的伤害和种种不堪迁怒于最靠近的无辜
者而已。这就是混蛋和渣男们所谓的爱，他
们曾经表白有多爱，
对恋人就有多变态。
如果年少轻狂不懂事，不小心爱上了渣
男或混蛋，怎么办？不要自责，不要抱歉，不
要懦弱，不要张皇失措，这是生活给你的陪
练。嗯，有些陪练，其实并不是真的混蛋，只
是给不了你想要的爱和暖。换一个人，可能
他就秒变成暖男和二十四孝准老公了。这个
时候，咱得勇敢捍卫生而为女生的种种主权，
咱不是第二性，咱同样拿得起放得下。没错，
有一种爱叫作放手，为不合适的爱放弃天长
地久。相遇一场，慈悲为上，就此别过，让彼
此有机会去遇到对的那一个。
宝宝，不要太相信文学作品里那些荡气
回肠的爱情，尤其是某些小说和宫斗剧穿越
剧。美好的人间爱情，从来不是为了那位死
去活来，也不是彼此虐待，而是和对方一起，
拥有自在的当下，看到更好的未来。记住，你
们值得拥有好的爱情和人生。而识别并远离
渣男和混蛋，是第一步。

“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胡适于 1917 年夏
天，怀着复杂心情写下这句话，告别了女友韦莲司，
遵母命离美回国履行他的“封建包办婚姻”去了。一
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娶了乡村小脚夫人，成了民
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两人的婚姻保持到老，其
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娶了不爱的人
围城内外
□烟花
我爷爷家的老邻居是一对老夫妻。老大爷读过
几本书，
是个教书先生，
喜欢写毛笔字，
喜欢写对联。
听说被家长指腹为婚。长大后见了面，吃顿饭，
婚事就定下了。
他的老伴是典型的当时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
几个，烧水做饭，下地干活，什么活儿都不让丈夫插
手。
他们家总是出奇的安静，无论白天夜晚，都听不
到家中有什么语言的交流。
他不待见她，嫌她没文化，也经常责怪她，她也
只是嘿嘿地笑笑。
后来，
她得了肝癌，去世了。
本来就寂寥的家里，更冷清了。门口的叶子落
了一地，
也没人去扫。
后来再过了一年，他也得了重病，我和我爷爷去
探望他。那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羸弱的样子。
他眼睛湿润着，对我爷爷说：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跟了我这辈子，
我没对她好过，自从她走了，我才知道，一个人是真
不好活……”
爱情，最后肯定是会成为依赖和亲情，不论年轻
时再多的激情，
总是会平淡于流年。
希望各位男性，如果你的妻子温柔善良，为你生
儿育女、照顾家人，不论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其他人，
也请好好珍惜眼前人，
好好待她。

枣花
男欢女爱
□舒曼
枣花是一家公司的装潢设计
孩好美，模样秀秀气气、性格文文静
师。美院毕业的她，
成不了画家，
又
静，
惹人怜爱。
不愿当老师，
于是，就不得不向现实
枫子对雨儿介绍枣花时说“这
妥协，选择了这一行当。
是我姐”，听在耳里的枣花，那一刻，
“你居然是我师弟，真没想到。
” 肝肠寸断。后来，枣花都不记得自
枫子那天来枣花所在的这家知名装
己是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回家的。
潢公司报到时，两人一聊，巧了，居
再后来，枣花扑倒在自己小床上，流
然是同一所院校、同一个专业！不
了一夜泪。她觉得，她把一生泪水，
同的，只是相差一届。
全都流光。
“太好了！”
二十七岁的枫子，
面
第二天上班时，枣花觉得自己
对比自己只大一岁的枣花，显见由
形同槁木，
心全然死去。
衷喜悦，
“有师姐罩着，开心！”
“姐，雨儿怎么样？”可枫子却偏
枣花也心花怒放。有个师弟在
偏兴奋得很呢，避开同事，扯住她衣
自己屁股后面当小跟班，成天屁颠
袖，
悄悄相问。
屁颠的供自己差遣，让自己享受并
“好，真的很好。”枣花觉得自己
满足吆来喝去的快感，多爽。
快死了，声音也空洞得很，
“我，我祝
都是年轻人，又没有隔阂，自
你们幸福!”
然，
越走越近。
“姐，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
枣花家在外地，在市区租了一
枫子终于发现异常，
“是不是病了？”
间房子；
枫子是本地人，家境不错。
枣花却摇摇头。
由于两人慢慢混熟，枫子没事
一连几天，枣花再也没来上班。
就往枣花的出租屋跑；
枣花呢，
也不
虽说正和雨儿甜甜蜜蜜谈着恋爱，
避嫌。
可是，枫子还是在意，不，还是关心
令枣花刮目相看的是，比她小
枣花的。不放心的枫子，再度赶到
一岁的枫子，居然烧得一手好菜。 了枣花的出租屋。
这样一来，
原本饮食寡淡的枣花，
可
果然，枣花又病了。躺在床上
就享尽口福了。若是枫子三天没
的她，正发着高烧。
来，
嘴里没味的枣花可就苦啰。
这一回，又是枫子将枣花送到
日子一长，枣花不仅适应了枫
了医院。与此前不同的是，在医院
子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更要命的
接受输液的枣花紧紧地攥着枫子的
是，不知从何时起，她的心里呢，悄
手，死死地，不愿松开。枫子的手，
悄地，暗暗地，
莫名地就产生一种依
都被枣花掐出了几处瘀青。
赖感。这让枣花有点儿慌乱。
更让枫子震撼的是，在高烧中
更要命的是，一次枣花半夜突
烧得迷迷糊糊的枣花，发出的呓语
然腹痛难忍，
人疼得在床上打滚儿； 让他无法忘怀。
万般无奈之下，枣花只得用手机打
枣花一直在昏睡状态中反反复
电话给枫子，
紧急求救。
复地说：
“枫子，枫子，我爱你！我们
枫子从床上惊醒后，二话不说
结婚吧!”
就火烧火燎开车赶到枣花的出租
终于明了枣花心中所思所想的
屋，以最快速度赶到附近医院；停
枫子，获知了这个美丽姐姐心中所
好车，又背着疼得不能动弹的枣花
藏的深深情愫，心中再也无法平静。
赶 往 急 诊 室 ，再 跑 上 跑 下 为 她 挂 “我心里也有我的枣花姐吗？”获知
号、交费、取药。及时入院的枣花
真相的枫子，也反复地问自己，
“我
经医生一检查，原来是突发急性阑
爱枣花吗？”
尾炎！
一次次自问，得到的是一个个
那一夜，枫子被折腾得不轻。 相同答案。那就是：
他也是爱她的!
为手术后的枣花办好住院手续后，
只是因为太熟悉，他没敢往爱
他也累倒在枣花身旁。
情那条铺满鲜花的路上去想哎。原
午夜送诊事件发生后，枣花看
来，不仅枣花是羞怯的，他自己，也
枫子，明显不一样。心态，
也发生巨
是害怕并且畏缩的!
大变化。她觉得，她是真的离不开
可是，真爱，却是必须大声说出
枫子。
来的呵！你若是不敢说，我也不敢
“枫子，谢谢你！”出院后，枣花
说，那么，再诚挚、再真心、再无瑕的
向枫子致谢。看枫子那眼神呢，也
爱，又有谁知道呢？其结果，必然是
温柔如一泓春水。
被辜负呵!
枫子却还是那副没心没肺模
枫子再看病愈之后憔悴不堪、
样，在枣花出租屋里一边帮她做好
楚楚可怜的枣花时，那眼光，就完全
吃的，一边大大咧咧地回应，
“ 你是
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姐。我不帮你，
帮谁？”
两个人的心里，都装上了同样
姐？枫子的话，让枣花心里突
的心事。重重复重重。
然
“咯噔”
响了一下。他只当我是他
枫子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
的姐？可是，我不想做他的姐呵！
样，开始冷静而理智地思考自己的
我想做他的……一念至此，枣花心
情感和恋爱，以及自己想要的人生。
中情波汹涌，脸上呢，已然滚烫滚
作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后，枫子找到
烫，
艳若桃花。
了雨儿，向她说明了所有的真相，并
可枫子却不知情。在他心里，
诚挚地说了一声：
“对不起!”
他只当枣花是他的姐，他可从未敢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雨儿洞悉
往别处想呢。
一切后，
含泪作别。
这下，枣花可就急得心里上了
“枫子，你可不许后悔哟!”枣花
火。但又束手无策。女孩子终究是
面对枫子的抉择，喜泪长流，
“我，我
面皮儿薄的，哪能哪敢没羞没臊地
会缠你一辈子!”
倒过来对比自己还小一岁的男孩子
“枣花，你差点弄丢了自己，也
说：
“我爱你，
你娶我吧。”
那，
不成了
差点弄丢了我!”枫子呢，再也不叫
天大的笑话吗？
枣花“姐”了，他紧紧地搂着枣花，也
但这层窗户纸迟迟不能戳破所
激动得流下热泪。
导致的后果呢，就是装满心事的枣
“我知道，我知道。”枣花将一张
花饭吃不香、觉睡不实，纠结焦躁，
俏脸完全哭花，
“我真的真的不想把
人在不知不觉中也憔悴了许多……
你拱手送给其他的女人！谁都不
哎，
真是
“问世间，
情为何物”
？
行！我发现真的不能失去你！”
却不成想，更大打击，接踵而
“现在，我们生死都在一起了!
至。
亲爱的。你可不许再流泪了。和你
“姐，我妈同事帮我介绍一个女
在一起，我要让你开心呵。”枫子不
孩，你陪我见见吧!”那天，枫子一句
住地帮枣花擦拭着脸上的泪花。
话，
将枣花震懵。
那一刻，他觉得，怀中的这个女
不得不说，那个名叫雨儿的女
人，
真的要了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