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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真人秀节目 《幸福三重
奏》 中， 福原爱请大 S 吃虾 ，
大 S 说自己不喜欢剥虾皮， 还
称： “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
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 他如
果不帮我剥我也不讲， 他如果
帮我剥我就吃。”

同事大美一直追看 《幸福
三重奏》， 极其认可大 S 的 “剥
虾论”， 欣赏大 S 御夫有术： 做
女人就得会撒娇， 会发嗲， 会
作， 还要装脆弱， 才能引起老
公重视。

大美还真走了心， 决定效
仿大 S。 结果三天后， 老公小刘
反而不理大 S 附体的大美了。

原来， 小刘最讨厌有公主
病的女人。 当初小刘欣赏大美
自立自强， 大大咧咧的性格，
和她在一起相处轻松， 才追求
的。 大美突然变得娇滴滴的，
让小刘整个都不适应了。

隔天， 李姐朋友圈晒出一
组图， 她将剥好的鸡爪子递到
王哥嘴边， 还配文： 剥虾算什
么， 我能剥掉鸡爪子上所有骨
头， 鸡爪子还完好无损 。 来，
秀个恩爱， 喂老公一个。

此条朋友圈引来众多好友
点赞， 男同胞都羡慕王哥娶了
位好媳妇。 李姐这招剥鸡爪子
神功无人能及， 其实她会的神
功多着呢， 一手厅堂， 一手厨

房， 两手都没有松
过。 王哥薪水不及
李姐多， 在家也当
甩手掌柜， 家务活
李姐全包了。 很多
朋友看不惯王哥的
懒惰 ， 但李姐说 ，
她乐意做家务， 在
公司忙碌一天后 ，
厨房才是她放松自
我的阵地。 再说王
哥做饭不好吃， 他
倒是愿意帮厨， 她
反而嫌他碍手。

问李姐看上了王哥啥了 ？
李姐回答， 憨厚、 老实。 李姐
年轻时患有腿疾， 走路需要拄
拐， 当时王哥顶着家庭阻力和
李姐结了婚。 婚后陪着李姐四
处寻医问药， 竟然奇迹般治愈
了李姐的顽疾。 李姐说， 她和
王哥是过命的交情。 这么多年
来， 王哥永远用一种仰望的姿
态欣赏崇拜李姐， 沉浸在娶了
世界上最好女人的幸福中， 这
也让李姐颇感欣慰。

幸福不止一个模式， 一家
有一家的幸福。 有些女士吃虾
一定要让男人剥， 这是她们的
吃虾原则， 这个可以理解； 而
有些女士喜欢剥虾， 在剥虾中
获得乐趣， 看着老公 “坐享其
吃” 的满足表情便能收获开心，

这也无可厚非； 还有很多夫妻，
各剥各虾， 谁也不帮谁， 这也
是自然不过的事儿。 吃得舒坦，
是最佳的剥虾模式。 活得舒服，
便是最佳的相处模式。

对于女人来说， 选定一个
人， 决定跟他相伴一生， 那么
对方一定有其优点吸引了自己。
婚后 ， 两人在一起相处久了 ，
便会产生视觉疲劳， 逐渐淡化
对方优点， 不自觉地放大其不
足， 这时就容易被 “别人家老
公” 的闪光点所吸引。 其实 ，
人无完人， 有优点便一定有不
足， 将一个男人的 “不足” 和
另一个男人的 “优点” 比较 ，
这样的女人纯属自讨苦吃。 而
且， 即使生硬照搬别人家的相
处模式， 也未必会起到预想的
效果。 马海霞 （山东）

彼此舒服，是最佳相处模式
同事最近搬了新家， 我们赶去庆祝， 没想

到让我大为惊讶的是， 他挑了个一楼。 一楼的
缺点众所周知， 我们对他为什么选择一楼甚为
不解。

“我想多推她出去走走， 一楼方便。” 他轻
描淡写地解释， 妻子脚腿不便， 一楼推轮椅方
便， 而且还送个免费的花园。 果真， 打开后门，
便看见一个大花园， 她妻子正坐在轮椅上赏花。

随后女主人幸福地说起了她的故事： 她学
园林设计的， 毕业的前几天突然发生了一次意
外事故， 让她从此站不起来， 再也没有能力侍
弄心爱的花草， 直到遇见他， 她和他第一次见
面， 他就知道她有腿疾， 但他还是被她的才情
和人品打动了。 他说， 等我们结婚了， 我一定
送你一座大花园。

她的心怦然一动， 为这份相知， 更为这份
深情厚爱。 结婚后， 他忙于工作， 忙着护理
她， 却没再提花园的事。 为了安心工作， 他索
性在自己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 房子不
大， 连阳台都没有， 更没大花园， 她心里虽有
些怨气， 但是她别无选择。 因为她的病， 她不
能为他生养孩子； 他是三代单传， 想要个孩
子， 家里人都劝他离掉。 有阵子， 她嫌拖累了
他， 偷偷自杀， 他发现后抱着她， 痛哭失声，
说这辈子咱不要孩子， 你就是我的孩子。

她以为他忘了当初的承诺。 但是 8 年后的
一天， 他拿着一串钥匙对她说： “亲爱的， 当
初我向你求婚的时候， 我就答应送你一座花
园。 我一直没忘， 我也一直在努力， 你看， 我
攒了些钱， 付了首付， 这就是我们新房的钥
匙， 我带你去看， 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然
后， 他就推着她来到了新房子， 打开后门， 一
个硕大的花园便呈现在她眼前。 她兴奋地笑
了， 他也笑了。 刘希 （湖南）

送你一座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