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 感
2015年7月30日出版/邮箱：zzgdb2011@163.com/责任编辑：贾方圆

情 感 19
2015年12月31日出版/邮箱：zzgdb2011@163.com/责任编辑：贾方圆

我的闺蜜蕾蕾是一名全职太
太，有个高富帅的老公。可她一度
说自己丝毫不觉得快乐，而且感觉
如同坐牢，她只想离婚。她最终还
是没能离成婚，但她却经历了一场
勇敢的“为爱出走”，品尝到了短暂
的甜蜜和兴奋。以下是她的真实
经历，我只作记录，以警他人妻。

回头是岸
爱海无涯

如果有人问我：“作为一
名全职太太，你有什么烦恼
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想离婚，我要自由！”我没
有发疯。虽然身为一位房地
产商的原配太太，我衣食无
忧，香车宝马，可我一点也不
快乐。我现在每天脑子里就
想着一件事——离婚。

当年，作为一名美貌与
才华并举的“校花”，在参加
校园的一场化装舞会时，我
遇到了一位“钻石王老五”，
他叫王辰。他是本市房地产
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然而，心高气傲的我从不拜
金，所以当他向我搭讪时，我
只是质问他：“这种校园聚
会，你怎么混进来的？！”他狡
黠一笑：“有的是美女来邀请
我。”我当时只觉得他是一个
不可一世的家伙，于是整个
晚上，拒绝了他数次邀请，只
戴着不同的面具与其他校友
激情旋转，偏偏正眼都不瞧
他一下。

此后一年，我对他的鲜
花、钻戒等各类殷勤攻势都
视若无睹。可他依旧多次
守在黑漆漆的夜里，接送我
回家。敌不过他的执着和
真挚，有一天我终于向他的
真情投降了。

婚后，我不愿再工作。
王辰什么也没说，对我一如
既往地呵护备至。他的事业
倒是发展迅速，所以我们过
上了别人羡慕不已的生活。

然而，婚后第三年，我
感觉到了王辰的变化。这
个年青、多金、交际广泛的
男人，再加上旺盛的性欲，
终于没能抵抗住外面的诱
惑，居然和一位酒吧女发生
了龌龊的关系。而我得知

此事，是因为他居然让我因
此染上了性病！

没什么让我如此绝望
了。我听不进去他的懊悔与
抱歉，对他的痛恨与日俱
增。寂静的深夜，我常常陷
入冥想：如果不是他这么有
钱，他就不会一次次地外出
应酬，不醉不归，以至于染上
暗疾；如果不是嫁给他，我
这个中文系的才女现在一
定当上我梦寐以求的女记
者，像闾丘露薇一样在战地
奔波；如果不是婚后的我坚
守道德准则，我也有的是机
会和许多校友发展个人感
情，怎容得他出轨在先！我
越想越觉得憎恨，而这些积
怨终于令王辰对我的耐心
消失殆尽。他与我展开了
冷战，有一次甚至长达十五
天都不理我。

为了发泄我的恨与怒，
在我们发生情感危机的两
年里，先后怀孕三次的我都
决然上医院解决了。同样，

“离婚协议”起草了四次，
也都被王辰轻蔑地撕成碎
屑。他直言：“在我们家
乡，离婚的男人会遭人唾
弃，而且，我相信我们还有
未来。”

“未来？”我凄然苦笑，
绝望地在日记中哀叹：别的
女人处在我这样的位置，无
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老
公被抢走，可我，做梦都想
让他被人抢走。这场婚姻
犹如溃疡，不断溃烂，间或
愈合，总有一天会癌变！

在这种煎熬之下，我迷
上了网络，在陌陌上拥有了
一些今日聊得无比投入、明
日隐匿在茫茫人海不见行
迹的聊友。

我自投罗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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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有了一个固定
的聊友。我首先迷上的，
是他的名字——“秦朗”，
我的偶像罗志祥就曾在一
部电视剧里扮演一个叫秦
朗 的 男 人 。 我 好 奇 地 问
他：“这是你的化名吧？”
他发送一个无辜的表情，
说自己“货真价实”，见我
不信，他甚至把身份证复
印件都通过网络给我发送
过来。而且他有一个令我
心 仪 已 久 的 职 业 —— 记
者。我由此便与他倾心以
对了。

每当我遇到烦恼（绝大
多数是与王辰的争执），我
都 会 打 开 手 机 与 秦 朗 倾
诉。他的工作时间非常灵
活，经常在线，所以他总能
很快地回复我，并善解人意
地劝解我。他的每一句话，
都像熨斗一样，抚平了我心
灵的创伤。在一封电子邮
件里，他甚至画了一艘制作
复杂的潜水艇，旁边附着一
句话：“妹妹，遇到烦恼，赶
快潜水！”这些都把我逗得
很欢乐，所有的坏心情都被
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说他比我大两岁，
至今未婚。他告诉我，他
深深地爱着一个女子，一

个离了婚、带着一个女儿、
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但这
名女子拒绝了他的求婚。
当我看到秦朗在 QQ 里无
比沉重地敲出这个故事的
时候，我的心里既怜惜他，
又嫉妒那个女子——我暗
想，难道我的魅力还敌不
过那个女子吗？

与此同时，因为与秦朗
的“神交”，我的心理和身体
对王辰更加排斥了。这激
怒了王辰。他怒不可遏地
咆哮：“你天天捧着手机聊
天，是不是跟谁有一腿？一
定和谁勾搭上了，来，让我
检查检查！”他竟粗暴地要
撕开我的衣服。刹那间，我
的怒火被点燃了，我疯狂地
和他厮打起来，气急败坏的
他竟然将我反剪双手，夺走
手机，摔碎在地！

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
碎了。夜深了，他在熟睡，
满身伤痕的我却在流泪。
我愈加坚定一件事：决不妄
担虚名，你不是说我与他人
有染吗？我就去实现你的
愿望！

不久，趁着王辰外出
谈生意，我逃离了家，坐上
了去秦朗所在的那个城市
的飞机。

外面的天空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

我思绪混乱。秦朗会怎样接
待我？我和王辰的婚姻何去
何从？但飞机仍如期到达目
的地，我沿着秦朗交代的路
线找到了他所在的报社。深
吸了一口气，我在路边找公
共电话，给他打电话。

“哦，我就来。”他的语气
听不出异样。不一会儿，一
个中等身材、身形微胖的男
子朝我走来。我注意到，他
的脚下趿着一双拖鞋。不知
为什么，我的心中掠过一丝
失落，突然想起一句话：骑白
马的不都是王子。但眼下，
他是我的依靠，是我全部的
希望。秦朗接过我的行李，
把我带进了他的公寓。

房子有些破旧，是报社
为这帮光棍租的。与他同住
的同伴刚好休假回老家了，
我就暂时被安置在这个同伴
的小房间里。然后秦朗带着
我，指点厨房、卫生间等所
在，还告诉我公用电话、超市
的位置……望着眼前我日思
夜想的男人，我百感交集。
尽管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辞，
可我愿意倚靠他，因为他让
我觉得值得信任！

奇怪的是，我安顿下来
后，竟什么欲望也没有了。
晚上我们各睡各的房间，除
了在陌陌上互相甜蜜地打扰
一下，我们的身体都忠于了

自己。白天，秦朗忙着工作，
而我就到处闲逛。有一天，
我正在家里上网，快到午饭
时间时，秦朗拎着一些菜回
来了，他笑吟吟地说：“今天，
我给你做午饭，好吗？”自从
我到来后，秦朗每天都忙于
采访、陪领导应酬，我的一日
三餐都是在外面的咖啡馆、
美食城、必胜客对付。现在，
秦朗说要为我做饭，我自然
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列出的
菜谱就一道菜：茼蒿炒鸡
蛋。“这样荤素都有了。”他乐
呵呵地说。

我看着他略显笨拙的洗
菜动作，心里充满了甜蜜。
遵他的吩咐，我不动手。没
想到他打鸡蛋时竟然把蛋黄
打到了碗外边，把我笑得前
仰后合。快出锅时，秦朗拿
起味精准备撒，我轻轻捏住
他的手腕：“不要，鸡蛋内含
有谷氨酸，就是味精的成分，
不需要再放。”秦朗很顺从地
说：“好的。”

这顿饭虽然简单，我却
吃得无比幸福。饭后，我端
起碗筷到厨房洗碗，秦朗倚
在厨房门口，目不转睛地盯
着我，就像刚才他做饭时我
注视他那样。我深情地说：

“你这样看着我，让我觉得我
们真像一家人！”秦朗用他一
贯的沉默回答了我。然后回
房忙写稿去了。

出走的日子

我一直想买件东西送给
秦朗。我知道，我们或许只是
萍水相逢，但我想让他在某年
某月某日可以睹物思人。可
送什么呢？为了自尊心，离家
出走时，我没有带上王辰送我
的信用卡和手机，就只带了些
现金和随身衣物。而因为不
知未来的方向，我现在花钱自
然也不敢像从前那样随心所
欲。忽然，我想起秦朗爱穿棉
袜，于是我直奔日用品专柜，
一口气买了一打棉袜。回来
交给秦朗时，我说：“这是质量
最好的一种棉袜，不怕你那汗
脚把它熏臭，你一定要天天
穿。一年有十二个月，你一个
月换一双，这样，每个月，我都
在你的心里了。”秦朗接过袜
子，与我相视一笑，他问：“那
妹妹想要什么？”我撒娇道：

“我要吃冰淇淋！”
于是我们一起出外散步

了，他买了一盒冰淇淋给我。
我们在静谧的街道慢慢走着，
我不时举起一勺冰淇淋，作势

要送到秦朗口中，趁他犹豫
时，我又忽然把小勺收回，送
进了自己口中，然后在他那半
嗔半喜的神情中放声大笑。
偶尔过往的恋人会羡慕地向
我们行注目礼，我宁愿相信那
是嫉妒。走到路的尽头，冰淇
淋吃完了，我端着空盒子，四
处搜寻垃圾桶。秦朗说：“随
便扔路边得了。”我揪他的耳
朵：“你这个记者都不遵守公
德。”他笑着说：“好，扔进绿化
带，谁也看不见。”我认真地
说：“那环卫工人打扫起来，岂
不是更麻烦？”最后，我小心翼
翼地把盒子放在马路牙子上，
秦朗笑道：“哟，别压死了蚂
蚁！”我们的笑声洒满了月光
下的石板路。

散步回来，我们还是各
进各的房，并未越雷池半
步。很奇怪，我最初想报复
王辰、“决不妄担虚名”的邪
恶想法，在与秦朗的和睦相
处中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
就够了，我想。

然而，我的想法还是太简
单了。该面对的，谁也逃避不
了。一天，秦朗面色凝重地告
诉我：“最近我一上QQ，就有
人追问你的下落，有人甚至在
骂我。”

“啊！谁？！”我怒不可遏
地来到电脑前。天！是王辰，
还有他的亲朋好友。显然他
发动了我和他所有家人在
四处寻找我。我最疼爱的
弟弟还在 QQ 上给我留言：

“姐呀，你知道爸妈这些日子
怎么过的吗？他们说，只要你
肯回来，一切都听你的，只要
你平安，千万别出事……”而
他们之所以找上秦朗，是王辰
通过我留在家中的手机，不知
怎么破了我的密码，登录了我
的手机QQ。

面对他们的追寻，面对父
母的伤感以及王辰的愧疚道
歉，我感受到一种震撼，同时
思乡之情也像潮水淹没了我。

我想立即收拾行李回家，
可内心深处又希冀秦朗能帮
我做出抉择——我希望他能
留下我，给我一个出走后的完
满结局，给我一个庄重的承
诺，甚至给我一个未来。然
而，秦朗除了沉默，就是埋头
写稿，仿佛一直置身事外。我
的心被深深刺痛了。看来，之

前全都是我一厢情愿啊！我
竟然幼稚到如此地步，置亲情
于不顾，独自冒险来饮这杯无
情水！

我跟秦朗说：“我该回家
了。谢谢你收留我。”他神色
里有些尴尬与惶恐，但他还是
没有出声。第二天一早，他将
我送上了公交车。他轻轻地
握了一下我的手，说：“再见！
保重自己。”我不敢直视他，轻
轻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

如今，三年过去了。在双
方父母的悉心关怀下，我和王
辰彼此原谅了对方，终于度过
了艰难的磨合期，还拥有了一
个帅气可爱的儿子，成功步入
了和谐家庭的行列。

王辰从我回家后，便不曾
问过我出走的经过，我知道那
是他的痛，更是我的痛。但我
一直想告诉他：那只是一场
柏拉图式的爱恋，未曾有过
肌肤之亲。可既然他不问，
我也怕自己的主动坦白如同

“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解
释，只会抹杀我们如今努力
增进的感情。可每当他有意
无意地唱起“你快回来，我一
人承受不来”时，我的心里仍
然会不自觉地想起秦朗，心中
充满了悲情与感动相互交织
的复杂情感。 （张宗春）

回家的路4

■七嘴八舌

阿武：王辰和蕾蕾的婚姻在三年内亮红灯，究其
原因，固然是王辰出轨在先，然而如果从此两人便只是
无休止地吵架、冷战，或是图一时之快，离家出走，那只会
使原本伤痕累累的婚姻更加危机重重。旷日持久的憎恨
形成的积怨才会最终导致双方分道扬镳，蕾蕾实不该消
极应对。

艾佳：蕾蕾第一次遇到王辰，就把他看成“钻石王
老五”，可见她看重的是他的外在条件，而不是内涵。
婚后，一个能用放大镜寻找丈夫的短处、还三次狠心
做掉自己孩子的女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出逃只是
一个花样。用出逃来让王辰浪子回头，不是从根本解
决婚姻问题。这个婚迟早还是要离的。

丁凯丽：感觉蕾蕾还是很爱王辰的。不然，面对
王辰的出轨和怀疑，她不会选择“离家出走”去“惩罚”
他。不是吗？俗话说得好：爱的反面就是恨，蕾蕾如
此冲动，其实是一种不甘心。王辰应该明白，倘若一
个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那么就别去伤害她，她所付
出的已经很多了！

燕子：嫁给一个有钱人，固然是件令别人十分羡
慕的事，可是因此埋没自己的才华，窝在家里当“金丝
雀”却是最愚昧的。一个女人，不管丈夫多么有钱，都
必须保留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否
则一旦年老色衰，难逃“秋扇见捐”的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