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心一笑

２０15年12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com 版式：胡雪文16 婚恋家庭

■婚姻物语

我今年 62 岁， 是一位肾结石
患者， 有 20 多年的结石病史。 十
多年里， 在大医院做过几次治疗，
但由于结石比较多， 几次治疗都做
得不干净， 几年就复发了。

今年年初， 病又发作了， 正在
犹豫的时候， 邻居给我老伴说长沙
星灿医院专治结石， 他就是在那里
看好的， 于是来到了星灿医院。

给我看病的是龙教授， 龙教授
比我还大几岁， 但精神蛮好， 给我
分析病情很认真。 他说我的病很严
重了， 要及时治疗。 说我这个病要
从腰子里穿孔进去做手术， 说法好
像跟别的医院差不多， 不晓得到底
能不能治好我的病， 能不能把病治
彻底。 等待的时候， 我和老伴去医
院病房里问了几个病人， 几个病人
对医院评价都很好， 还有护士照顾
人也很仔细， 还会帮病人倒水整理
衣服。

和家人商议后， 我们最后决
定在这里治疗。 手术台上睡了一觉
就过去了， 老伴跟我说做了 3 个小
时。

手术是成功的， 结石基本上
清干净了。 又住了 3 天院， 龙教授
有时候还会来跟我聊聊， 叫我多运
动多走走， 我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准备过段时间再来复查看看。

现在回过头来看， 来这里看
病是巧合也是我们的幸运。 没想到
星灿医院有这么高的水平， 感谢星
灿， 希望医院越办越好。

陈兴发 （益阳）

是巧合，更是幸运

那天， 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个
关于 “接吻鱼” 的故事： 在热带鱼
中， 有一种色彩斑斓的鱼， 当它们
在水中迎面相遇时， 双方都会伸出
自己的口唇， 热烈地 “亲吻”， 人
们把它们称作接吻鱼。 有很多人把
它们买回家， 摆放在客厅里， 让它
们表演 “接吻”， 以秀恩爱。

可是， 好奇的动物学家经过研
究后发现， 这些 “吻” 得昏天黑地
的接吻鱼并不相爱。 原来， 接吻鱼
与其他动物一样， 在其生活中， 有
占区行为。 当它自己的领地被侵犯
或侵入其他鱼的领地时， 便会以自
己具有许多锯齿的宽唇向对方发起
攻击， 而对方也毫不示弱， 双方就
会用唇互相撞击， 由于它们力量相
当， 又各不相让， 旁观者看起来，
俨然就是一对情侣在接吻， 而实质
上， 它们却是貌合神离。

这种现象让我不禁想起了刚离
婚的一位同学。 读书时， 同学是人
气王， 不但成绩优秀， 长得也高大
帅气， 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毕业后， 他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没
几年便有了自己的公司， 随后和一
个漂亮女孩结了婚。 一直， 他就是
我们崇拜的对像， 事业上的成功自
不必说， 单是甜蜜的婚姻就像一道

靓丽的风景， 每次看见， 都让我们
沉醉其中。 同学舞会上， 他们手握
着手， 眼对着眼， 含情脉脉； 吃饭
时， 他们相互夹菜， 深情款款； 微
博中， 他们柔情蜜意， 大秀恩爱。
可是， 他们却离婚了。

有天， 我问他为什么会离婚，
他落寞地苦笑了下： “鞋子穿在脚
上究竟合不合脚、 舒不舒服， 只有
自己才知道。 别人总是只看见了鞋
子的光亮， 却很少去关注脚真实的
感受。” 原来， 他们结婚不久， 就
发现彼此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 有
时候甚至为了一点小事， 就在家中

吵闹不休， 各不相让。 但为了别人
眼中 “最美满的婚姻”， 他们一直
在努力经营、 挣扎， 尤其是在大众
场合， 他们总是秀着无与伦比的恩
爱。 然而， 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
因此而减弱， 反而越来越尖锐， 最
后， 终于走向了分手。

同学婚姻的破裂让我叹息不
已， 生活中确实有太多这样的假象
了， “接吻鱼” 的 “恩爱秀” 最终
只会是一场徒劳而疲惫的表演。 婚
姻不是做秀， 踏踏实实、 相知相爱
才是真。

徐建中 （湖北）

问题
儿子： “爸爸， 今天老师问

的问题我答错了！”
爸爸： “是啥问题？”
儿子： “老师问的是你家有

几个女人？ 我答一个。”
爸爸： “没答错呀， 咱家只

有你妈妈一个女性。”
儿子： “可是， 妈妈经常说

你不像是一个男人呀……”
没用过一次

丈夫对妻子说： “难道你就
忘了我是一个勤俭节约的男人？
我从来不花钱买没用的东西。”

妻子说： “这话不真实， 我
们结婚后不久， 你怕新房失火，
特意买了灭火器， 直到今天， 我
们也没用过一次啊。”

方文杰 （湖北）

美国 《人际关系》 杂志刊登一
项新研究发现， 感激可能是美满婚
姻的一大关键要素， 夫妻经常相互
感激既对婚姻具有保护作用， 又有
助于提高婚姻质量。

新研究中， 乔治亚大学家庭研
究中心博士后艾伦·巴顿及其同事对
468 名已婚参试者进行了电话调查。
调查内容涉及经济状况、 夫妻 “需
求-撤退” 交流 （夫妻一方爱批评
指责， 另一方则以沉默等方式避免
冲突） 以及配偶是否经常表达感激
等等。 新研究结果显示， 夫妻经常
表达对彼此的感激之情是婚姻质量
最稳定的重要预测指标。 新研究还
发现， 夫妻经常表达感激之情有助
于降低男女离婚危险， 减少双方沟

通不畅对女方产生的消极影响。
巴顿博士表示， 新研究结果正

好说明了 “谢谢” 的力量。 即便是
“需求-撤退” 交流型夫妻也可从
相互感激中受益。 即使一对夫妇正
经历其他方面的痛苦和困境， 懂得
相互感激和彼此欣赏也似乎可以抵
消不利因素对婚姻的负面影响， 婚
姻质量仍然能得到提高。

新研究合作者泰德·弗特里斯
教授表示， 所有夫妻都会有分歧或
争吵， 在承受经济等方面压力的时
候， 更可能会发生更多的争论。 决
定婚姻质量的不在于是否经常争
吵， 而取决于日常生活中是否彼此
尊重对方、 在乎对方及相互表达感
激之情。 陈宗伦 编译

夫妻互感激 婚姻质量高

婚姻不是做 秀

■婚姻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