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理
朋友结婚后， 妻子让他

上交全部工资， 他觉得不合
适， 便问我意见： “你说每
月工资全部上交合理吗？”

我说： “当然不合理！”
朋友听后很高兴： “世

上就你理解我， 那你说怎样
才合理呢？”

“像我这样把工资、 奖
金、 其他补贴等全部上交才
合理！”

方文杰 （湖北）

■两性悄悄话

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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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明白激情性爱之前需要做
足前戏， 但是性爱之后应该做哪些事
呢？ 美国 《赫芬顿邮报》 最新载文， 刊
出多位性学专家总结出有益增强夫妻亲
密度和身心健康的 “性爱后应该做的 7
件事”。

上趟厕所 美国性健康协会形象大
使、 性学专家桑尼·罗杰斯博士表示，
性爱后小便有助于清除尿道细菌或毒
素。 之后， 再用干净毛巾和温水清洗私
处。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防止尿路感
染等问题。

穿上透气内衣裤 透气性能好的全
棉内裤最有益生殖器 “呼吸”， 棉质内
衣属纯天然纤维， 过敏性低， 吸水性
强， 而且不会刺激性爱后最敏感部位。

亲密拥抱 美国纽约心理治疗师和
性治疗师查敏·艾加恩表示， 性爱过程
中分泌的大量催产素有助于夫妻产生亲
密感。 性爱后夫妻亲密拥抱和耳边私语
是拉近夫妻距离和增强亲密度的绝佳方
式。 可以谈谈希望， 憧憬未来， 或者聊
聊夫妻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至少喝一杯水 罗杰斯博士表示，
性爱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和水分。
因此， 性爱之后至喝杯水， 以补充体液
和保持能量水平。 性爱后喝水还有助于
排出尿道内细菌。

吃点小吃 性爱过程会燃烧大量的
热量， 因而性爱后产生饥饿感就不足为
奇。 艾加恩表示， 性爱后吃个煎蛋等小
吃可以及时补充体能。

点评过程 美国婚姻治疗师和临床
顾问卡拉·伊万科维奇博士表示， 与伴
侣探讨和总结性体验有助于更有效提高
性爱质量。 即便没有达到性高潮， 性爱
之后夫妻 “点评” 和彼此分享身心愉悦
感受也有助于了解对方的需求， 有益提
升夫妻亲密度。

说说笑话 幽默感是夫妻关系的润
滑剂。 性爱之后夫妻 （尤其是女方） 仍
可能处于兴奋状态。 这时双方可以彼此
依偎说说笑话， 延长亲密时间。 如果男
方在性爱之后便倒头呼呼大睡， 妻子无
疑会产生 “崩溃感”。

徐澄 编译 （安徽）

她粗鲁地骂他， 言语刺耳，
“你笨死了， 猪都比你聪明！” 事
情的起因是无线鼠标。 他要用她
的电脑打印一份资料 ， 晃动鼠
标， 却没任何反应。 他把正在看
电视的她喊了过来。 她心烦地嚷
嚷， “我昨天用着还好好的， 怎
么一到你手里就不行了？” 她一
把 抢 过 鼠 标 ， 在 电 脑 桌 上 晃
动———鼠标确实不能用。 “可能
是没电了吧， 你换块电池试试”。
说完， 她转身就准备走。 他却再
次叫住她 ， “电池后盖怎么抠
开？” 她的忍耐到了极限， 心中
怒火腾一下子就燃起来了。

把鼠标电池换好， 这次她却
不再急着离开 ， 她叉腰站在一
旁， 列举了他从 N 年之前到现
在的种种笨 ， 发泄着对他的不
满。 她越说越激动， 声音也越来
越高亢。 他却一幅油盐不进的样
子， 一言不发。 打印完资料， 他
迅速逃离。

结婚十多年了， 她现在对他
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看不惯，
隔三差五地就要数落和吵骂他一
通。 刚开始， 他也试着同她解释
和辩驳， 但换来的， 却是她更长
时间 、 强度更大的吵嚷 。 慢慢
地， 他就对她的抱怨和辱骂不再

做任何回应。
他回卧室 ， 换

了出门的衣服 ， 对
她说要去 A 市参加
同学聚会 。 也许是
发泄完了胸中怨怒，
也许是看了一会儿
精彩的电视剧 ， 她
说话的声音平和了
一些 ， 还一再叮嘱
他要注意安全 ， 到
了报平安 。 然后又
起身从冰箱里拿出
几袋酸奶 ， “同学
聚会 ， 难免喝酒 ，
喝酒前先喝点儿酸奶， 保护胃”。
他没理她， 拉开门走了。 刚走到
楼下 ， 他就发现 ， 手机快没电
了， 而他又忘记带充电器了。 可
是， 他却不想再返身上楼， 因为
他一秒都不想看到她。

到 A 市 ， 已经是晚上了 ，
他安顿好住处 ， 买了手机充电
器， 然后就找了个饭店吃饭。 回
到宾馆， 打开手机， 他发现有十
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她的。 他犹
豫着回拨过去， 她在电话那头咆
哮， “让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为
什么不打？ 我还以为你出啥意外
了呢”。 说着， 她已经开始哽咽

了。 她哽咽着说， “你要有个好
歹， 可叫我怎么活！” 此时， 他
预谋出轨的花心， 瞬间凋谢。 他
其实是来见一位女网友的， 他给
女网友发了条微信 ： “你不要
来， 我回去了， 以后， 我们只能
是， 而且永远只能是朋友！”

门内的婚姻， 在日复一日柴
米油盐的俗世烦扰中， 难免产生
矛盾和争吵。 关键是， 当你走出
门时， 对方会不会牵挂你、 关心
你； 有牵挂， 有关心， 就说明爱
情还在， 那么， 不管你走多远，
都别忘了回到婚姻的家门里。

王东峰 （重庆）

门内婚姻，门外爱情
性爱后，应该做 7件事

醉夕阳 苗青 摄 （广东）

■婚姻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