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纯和李洁是大学同学，
两个人一见钟情， 都认定彼
此是对方一生的爱人， 经历
了长达 8 年的马拉松恋爱 ，
顺理成章就结了婚。

结婚后， 黄纯坚持要常
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让李洁
把工资奖金全部上交， 而李
洁觉得黄纯花钱如流水， 应
该归他管钱。 两个人因为这
事， 第一次翻了脸， 吵得不
可开交， 最后只得各管各的，
实行家庭 ＡＡ 制。

孩子出生后， 因为姓什
么 ， 两个人又开始闹起来 ，
这次两个人又是各不相让 ，
并怂恿家人参与中来， 也都
是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
黄纯说自己是双子宫， 以后
不可能有小孩了， 这孩子理
归跟她姓， 而李洁说孩子跟
爸爸姓， 那是天经地义。 这
时， 黄纯就想起李洁不上交
工资的事， 心想他一直以来
对这个家都有所保留， 给自
己是留了后路的。 而在李洁
眼里， 黄纯也不是啥好妻子，
摆明了没想跟他过到头。

这之后， 两个人小心翼
翼地过着， 如履薄冰。 他觉
得， 她变了， 她更觉得， 他
变了。 两个人越看越不顺眼，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只好
离婚。 这场婚姻刚过 5 年就
土崩瓦解了。

一天， 黄纯看到一个朋
友正在玩多米诺骨牌， 本来
摆得整整齐齐的牌， 只稍用
手指轻轻一点第一块牌， 后
面的牌相继倒下， 一块不剩。
她就想， 这多像婚姻啊。

两个原本相爱的人， 进
入到婚姻， 却因为没处理那
一点点的小矛盾， 不知道那
些小矛盾在种种因素的催化
下会逐渐恶化， 最终会导致
婚姻的彻底崩塌， 这就是婚
姻里的 “多米诺效应”。

如果当时好好地沟通家
庭经济问题， 如果当时好好
地处理孩子的姓氏问题， 如
果碰到问题大家都积极地解
决， 也不至于后来越演越烈，
把对方越推越远。 婚姻的杀
手， 无非就是这些鸡毛蒜皮
的小矛盾， 在小矛盾发生时，
及时正确地处理掉， 婚姻才
会美满幸福， 天长地久。

陈浩 （湖南）

■婚姻物语

■两性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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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赏荷 郑国华 雷雯娟 摄 （湖南）

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 总是爱
得越深， 就会伤得越深。 如果两个
人的爱不是对等、 同分量的， 那么
迟早有一天， 会因为不平衡的爱而
失去婚姻的稳定。 婚姻中， 女人永
远要记得牢牢守护自己的四张底牌。

不要失去自我， 放弃信仰
好的爱情和婚姻， 不是为了迁

就对方而失去自我、 放弃自己， 而
是彼此相爱让自己变得更好。 最好
的婚姻状态， 莫过于两个人在婚姻
中一起成长， 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
果因为爱情和婚姻， 失去了自我，
放弃自己的信仰， 那很有可能会因
为没尊严、 太委屈的爱， 让彼此最
终走不到一起。

不要失去朋友， 让友谊作为后援
即使成了家， 有了自己的家庭

生活， 也绝对不能放弃朋友。 当你
在婚姻生活中有了烦恼需要暂时抽
离时， 朋友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
援。 但遗憾的是， 很多人总是在成
家结婚之后， 逐渐疏远了朋友。 尤
其是已婚的女人， 往往当妈了之后
全部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和父母、
爱人转， 疏远了曾经亲密的朋友。

如果一个人， 除了家人之外，

没有其他可以谈天说
地的对象， 那生活就
缺少了很多乐趣。 闲
暇之余约三两好友 ，
一起喝喝茶唠唠嗑 ，
说说平时无法对家人
说的话， 听听朋友的
新鲜见闻， 和朋友一
起逛街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 ， 这样的生活 ，
才算丰富多彩和有趣。

不要忽略形象，
保持独特魅力

或多或少， 现在还是个看脸的
社会 。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的———外表和颜值， 直接决定要不
要继续看一个人的心地； 而一个人
的心地如何， 又反过来决定是否要
继续在意她的外表。 所以， 外表和
形象， 似乎永远是一个人有吸引力
的先决条件。

人都是视觉动物， 平心而论，
形象和气质佳的人， 总是更赏心悦
目和养眼一点。 这一点， 不管放在
男人还是女人身上， 都一样适用。
婚姻中， 女人一定不要忽略自己的
形象， 邋遢的女人往往很容易遭嫌

弃， 被背叛。 保持精致、 干净的外
形， 保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才能让
一个女人一直美下去。

不要失去财务自由， 保持独立
结婚前， 男方总是信誓旦旦地

对女方说你不用工作， 我养你； 但
是等到婚后， 女方因为要照顾小孩
子和家庭， 真正做了全职太太， 却
大多没有得到男方和公婆的好脸
色。 婚后的财务自由， 对女人来说
太重要了， 只有女人自己有了经济
自由， 保持清醒的独立， 才能活得
潇洒自在， 不用卑微地看人脸色。

芬芬芸 （上海）

据英国 《每日邮报 》 报道 ，
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牛津大学科学
家完成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中老
年人经常性爱有助于增强脑力 ，
50 岁以上人群有规律的性生活可
提高词汇能力和视觉意识。

新研究中， 考文垂大学研究
员哈利·莱特博士与牛津大学研究
人员对 28 名男性和 45 名女性参
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分析， 参
试者年龄在 50 岁至 83 岁之间 。
参试者填写了一份有关近一年来
性生活状况的调查表， 之后参加

了老年大脑功能测试。 其中包括
“言语流畅性测试”， 期间， 要求
参试者在 1 分钟之内尽可能多地
说出不同动物名称， 然后尽可能
多地说出以字母 F 开头的单词 。
研究人员还要求参试者复制一项
复杂设计， 并根据记忆画出钟表
图， 同时测试参试者的视觉意识。
结果发现， 性爱更多的参试者在
言语流畅性测试中成绩更好， 对
物体和空间的感知能力更强。 然
而， 规律性生活对注意力和记忆
力没有影响。

莱特博士表示 ， 新研究中 ，
研究人员并没有解释规律性生活
改善老年人大脑功能的具体机理。
但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科学家完
成的早期研究认为， 规律性生活
可刺激与学习有关的大脑区域 ，
增强神经元传递信息能力。 莱特
博士强调，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可
以没有性生活。 然而， 这种观念
需要改变。 新研究结果进一步表
明， 规律性生活对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都具有重要作用。

徐澄 编译 (安徽）

婚姻中，女人要守护好四张底牌

中老年人规律性爱可提高脑力

婚姻里的
“多米诺效应”

很后悔

■女人花

午休时， 办公室的几个
同事在一起聊天。 刘姐一脸
歉意地说自己脾气不好，
每次教育孩子都会吼他，
事后却很后悔。

小王听完说道： “谁
都有脾气不好的时候， 不
过要尽量克制， 就像夫妻
吵架， 吵完总是很后悔。”

刘姐频频点头， 补充道：
“是啊， 每次和老公吵架， 事
后我也很后悔自己没发挥
好。”

张展 （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