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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其
乐
融
融
苗
青
摄
（广
东
）

《欢乐颂》 持续引爆话题热度，
尤其在最新的剧情里， 据说那个嫌
邱莹莹不是处女而愤然离去的应
勤， 又回来追邱莹莹， 抱怨他的新
女友要求婚前在他的房产证上加她
的名字。 鸡贼男遇到世故女， 所以
他又想起邱莹莹的好。

应勤其实和关关一样， 是妈妈
辈眼里 “靠谱的， 适合过日子的结
婚对象”： 他性格木讷， 沉默寡言，
恋爱经验几乎为零， 在长辈眼里基
本就是 “老实可靠” 的同义词。 他
在上海买了房子和车， 生活上有了
最基本的保障 ； 他是 IT 技术男 ，
收入尚可， 工作环境单纯， 是可以
预见的安稳舒适。

因此， 在现实的婚恋市场中，
应勤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很多人
喜欢谈论的一个词， 叫做现实。 像
应勤这样 “工作稳定， 有房有车，
老实靠谱” 的男生， 看起来是在都
市奋斗的普通姑娘比较 “现实” 的
选择了， 因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
实惠＋可控。 多少对生活和爱情怀抱
梦想的姑娘， 就这样被年龄的恐慌
和催婚的压力赶进了 “现实” 里：
看似安稳妥帖， 实则危机重重， 因
为看不见的危险， 更危险。

“应勤” 这样的男生们， 撕掉
世俗定义的标签， 他们的内心到底
是怎样的世界？ 在他们心里， 规则
大于感情， 功用大于审美。 他们内
心有一套规则和逻辑体系， 坚不可
摧 。 比如应勤发现邱莹莹不是处
女， 愤然离去， 全然不顾她是否伤
心； 很快找到新女友， 一旦发现她
功利而算计， 马上掉头。 这样的男
生内心很坚硬 ， 思维就像电脑程
序， 很少感情用事， 很难感动， 因
此也缺少人性的温情。 他们在挑结
婚对象的时候， 看的也是 “传统美
德”， 你是否坚守贞操、 吃苦耐劳、
侍奉公婆， 他们需要的， 不是一个
风雨同舟的爱人， 而是这些角色：
妻子、 儿媳、 孩子妈。 他们对不同
于他的观念行为很难理解， 更没有
处理冲突的胸怀和智慧。

婚姻是人生一个重要的选择与
决定， 对于女生来说， 选择终身伴
侣时应该明确地知道以下几点：

人生从来没有捷径， 婚姻也没
有 从来没有一个 “放之四海” 的
标准， 只要把一个人套进这个标准
就万事大吉。 别说应勤了， 就算小
包总这样无槽点的男神， 也不是人
人都喜欢， 人人都适合。 你需要找

到真正合拍的那个人， 你们彼此欣
赏， 气味相投， 价值观一致， 因为
只有这样， 相处才不累， 有乐趣，
能长久。

看一个人， 要撕掉标签 你需
要撕掉那些世俗的标签， 什么 “经
济适用男”， 什么 “年薪 50 万有房
有车精英男”， 真正去了解这个人内
心有着怎样风景， 他的品质、 观念、
格局， 才是最根本和关键的因素。

感情和婚姻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有选择就必然有承担 你不可能只
享受了对方给你的爱、 温暖、 世俗
安稳， 而不需要为婚姻承担任何。
嫁豪门， 你需要有 hold 住豪门的美
貌、 智慧、 能力和财力， 处理复杂
世情的机敏， 生育方面的好运气；
找应勤这样的经济适用男， 也要担
得起他的要求、 算计、 情商低。

李娜 （北京）

大学毕业时 ， 李青青成了
我们女孩的羡慕对象。 在我们
为找工作奔波劳碌， 焦头烂额
时， 李青青正在欢天喜地准备
婚礼。 几年时光 ， 我们获得了
一张薄薄的毕业证， 而李青青
却找到了真正的金龟婿。

李青青学的是财会 ， 是那
种文弱、 柔情似水的女孩。 然
而过了几年， 当大家生活、 工
作都渐渐有了起色时， 却传出
了阔太青青离婚的消息 ， 且是
净身出户。 这消息不亚于一场
小小地震 ， 看来我们以前真是
不了解李青青。

原来她们的婚姻生活并不
是我们羡慕中的那般幸福无暇，
有钱人家的生活总是很复杂 ，
单纯如一张白纸的李青青始终
缺乏那种为人处世的心机和聪
明， 更不能忍的是她老公在外
面有了别的女人。 很多过来人
都劝李青青忍忍， 等待老公回
头， 可她并没有， 态度决绝。

最初的李青青是奔着爱情
去的， 当爱情不再单纯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柔弱的女子竟可以
坚定地放下来。 李青青又回到
了我们最开始的起点， 甚至还
不如我们， 毕竟又年老了几岁。

然而 ， 有一种魅力 ， 叫独
自走过。 一无所有的她 ， 没有
离开那个令她伤心的城市， 反
而倔强地走进了真实的生活 。
她思来想去， 决定以当年所学
的专业作为立身之本， 失败和
波折并没有让她怨尤和退却 ，
一个小公司终于同意录用她做
小小的文员对账。

可想而知 ， 她是多珍视这
个工作机会。 很快， 她捡起并
继续学习财务上的知识 ， 在那
个小公司， 从小文员做到了出
纳， 又到负责整个财务部 。 那
几年的时间， 她同时也拿到了
注册会计师证。 后来 ， 她离开
了那个小公司， 去一家很有名
气的大公司应聘 ， 竟很顺遂 。
两年后， 她成了那家公司的财
务主管。

这个柔弱的女子真是令人
刮目相看。 容颜的美好是天生
的， 李青青在五六年的光阴中
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内心淡定
优雅的女子。 此时， 她已经 31
岁了， 遇到了一个安静温暖的
男人， 愿意牵她的手 ， 她又勇
敢地走进了婚姻。

耿艳菊 （北京）

最近， 为了体现男女平等， 我
和老公将家务分工， 他负责买菜、
洗衣、 洗碗， 我负责做饭、 打扫卫
生。 因为在前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日复一日、 繁琐的家务劳动， 让我
对于理想男性的理解变得越来越现
实。

曾经事业型男人被普遍看好，
他们给女人带来令人羡慕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的琐碎将我击得焦头烂
额时 ， 我才感觉到男人不能太伟
大， 还是越平凡越好， 我希望他能

体察女人的不易， 为女人尽量多地
分担些家务 ， 解决一点点辛苦也
好。 如今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
代， 女人变得越来越能干的时候，
生活型男人就成了抢手货。

生活型男人也许不浪漫， 甚至
是木讷的， 但他做的饭好吃， 他打
扫的屋子干净， 他洗的衣服有股好
闻的香气， 他种的花草开得鲜艳，
他给了我们家常般的爱， 他就是我
们的暖心男。

生活真是辛苦， 可终究日子还

要过下去 。 每当俩人吵完架和解
时 ， 老公就笑着说 ： 打是亲骂是
爱， 不打不骂不热闹， 生活就是折
磨人的啊！ 老公在努力地一点点改
变 ， 慢慢地学着分担 。 我忙的时
候， 他能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 也
可以做出简单的两菜一汤， 虽然把
厨房弄得像战场。 当我们共同做家
务的时候， 那些恼人的烦恼， 似乎
也变得可爱起来， 我们的婚姻也变
得越来越和谐美满。

青衫 （新疆）

应勤这样的男生

有一种魅力
叫独自走过

我爱“生活男”

你 愿 意 嫁 吗？

谁打破的？
晚饭后， 妈妈

和女儿一块儿洗碗
盘， 爸爸和儿子在
客厅看电视 。 突
然， 厨房里传来打
破盘子的响声， 然
后一片沉寂。

儿子望着爸爸
说道： “一定是妈
妈打破的。” “你
怎么知道？” “她
没骂人。”

李兰弟 （山西）

■女人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