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亲算是老传统，不是不早一步不晚一
步，如同张爱玲的“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相亲有点像“双规”，有时间，有地点，只是，
用不着交代，只是交谈——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试图与自己想象的另一半对号入座。

相亲故事多，前不久有两位相亲报警的。
麻烦警察干什么？没人埋单，说是女的点菜，
男的只陪坐没动筷子，因为他吃了饭来的。食
毕，女人暗示男的埋单，男人不动；明示男的
埋单，也不动。干坐着。服务员就报警。警
察来了，男女都有道理不埋单。警察做主，
AA制，各出50 大洋。还有 5元，店家主动
减免。这叫什么事儿？

有一回，我有位女性朋友问我能不能介
绍个人给她，正好有这么一位，于是撮合二
位见面。先是接到女性朋友的电话，说人看
着挺好的，就是吃饭只顾着自己，问都不问
就来了肥肠麻花煲，那是她最讨厌的，还自
顾自地吃！后来接着男性朋友电话，说姑娘
什么都好，就是太势利了，问他的房啊车啊，
让他不舒服。相亲就是个感觉，问那些身外
之物干什么？

开豪车相亲的女人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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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观点

（本名毛甲申）
情感作家，著有《相信
爱》、《我们都亏欠爱
情的》等书籍

南在南方

如果您和您身边人有什么情感问
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话题有自己的看
法， 请 加 QQ:915029624 或 加 微 信
qingganmenzhen 与我们交流，也可以
@ 今日女报情感版 新浪微博留言。

Q闺蜜最近找了个男朋友。她对爱
情很慎重的，我就很好奇，到底

是哪个男人抓住了她的心？于是，闺蜜
就带她男友请我和我男友吃饭。结果我
看了闺蜜的男友后，觉得也就一般啊，
并不比过去追她的那些男人好很多。事
后闺蜜问我，我就实话实说。我说真
的一般，又不高，长得也不算帅，也没
见多灵泛多细心。闺蜜居然因此生气了，
这几天都不咋搭理我。我也是为她好
啊，千挑万选又选个差的，多不值。这
是怎么回事？

小艾

Q我女朋友在快要结婚的时候，跟
我闹起来了，原因就是我的房子车

子都是老爸老妈准备的，说我是个啃
老男，说她不愿意以后像寄人篱下一样
过日子。她最不可思议的是说我没出息。
我就不懂了，我爸妈有钱给我准备这些
是我的错吗？我爸妈就我一个儿子，不
给我用钱给谁用？难道我非得过苦日子
才叫有出息？再说我又不是没工作，我
还是天天在上班啊，只是工资不够支付
我的房和车而已。我有错么？怎么有这
样的女人？

小不懂

A我想大部分女人，婆家如此大方，
估计会偷着乐半天，可你女朋友居

然对这些有意见，可见她对你抱有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不过也不排除你女朋友
是林黛玉的心性，孤高，不大愿意接受
别人友善的帮助。其实像你这种情况，
是目前中国大部分男人的情况，中国父母
已经习惯了为儿女准备一切，你将来也可
能会为你儿子准备好一切。暂且不论这事
的对与错，但你至少要让你女朋友看到你
是有潜力的，然后让她多多考虑你们的感
情，先放下物质。如果她硬是因为这个原
因而跟你闹得不可开交，那她这心性不好，
甚至有点矫情了。不必要活得这么明明白
白，有时糊涂一点才是福气。 

南在南方

■快问快答

闺蜜的男友，
多给点赞

爸妈给我买了房和车，
就等于我没出息？

有钱，对男人择偶来说，是绝对的加分
要素。可是，有钱对于女人来说却未必。从
主动性上来讲，女人越有钱，“婚动力”越低。
有房有车的女人，尤其是会修马桶会装灯泡
的，除了床上还需要男人之外，发现其他地
方真的不需要男人了。

同时，我们会发现有钱女人在感情上不
太受欢迎。为什么？因为女人太有钱，容易
让男人自卑，容易让他们丧失男人与生俱来的

“男人气概”。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像“唐僧”
迟重瑞一样乐得接受一个富婆老婆的。更多
男人在有钱女人面前自尊心受损，最后以分
手或离婚收场。自尊和面子，就是男人的贞操。
一个女人开着奔驰去相亲，相亲的男人没车
开，这肯定是问题。但如果相亲的男人开法
拉利或宾利，那就没问题了。

当男人遇到一个年轻且漂亮的有钱女人
时，他们的自卑心会让他们生出一些阴暗的
想法，就像信中的相亲男那样，认为这女人
不知道是干了什么勾当，不然怎么会开得起奔
驰呢？他这种想法，一是因为自己没能力，所
以认为女人比他更没能力，二是因为他就是
要为自己找个台阶，不然他怎么下得来？

当然，这毕竟是一个物质社会，一个压
力巨大的社会。女人有钱，在择偶上也可能
加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男人也现实啊。我
一好朋友，“80后”，离婚后带一儿子，如今
照样很抢手，男人都追着要和她结婚。她反
而不着急了，因为儿子已有了。她说：“现在
男人也很现实的，也是要看女人条件的。”嗯，
她温柔贤惠，关键是她有钱有事业。这对男
人来说，就是宝啊。

那么，有钱女人该怎么找对象呢？总不
能为了满足男人的自尊心就把自己变成穷女人

赵格羽
作家，致力于都市女性
幸福和快乐的课题研
究，著有《一辈子做女
人》《顶级红娘》等书。

■爱情“羽”言

有钱，到底会为女人加分还是减分
回到解放前吧？

第一，就算有钱也要低调。这年头，男人压力大，
也要看女人的经济能力了。先不要亮出自己有钱的这张
王牌。女人要有爱有温柔，有钱才会加分。第二，尽
量不找比自己弱的男人。女人有钱，这本没有错，但是
如果你站在一个比你弱且还不自信的男人面前，你什么
都不用做，你所拥有的东西对这个男人来说，那就是
错。第三，找个与你共同成长的男人。也许一开始他不
如你，但是绝对是“绩优股”，而且还能互相成全，共
同成长。不过，这种配对的风险在于对方翅膀硬了之后
甩掉你，相当于你给他人做嫁衣裳。所以，我提倡共
同成长，互相成全，而不是你牺牲自己而成全。后者代
价太大，风险太大。

有钱，对于女人来说，是加分，还是减分，完
全看你碰到什么样的男人。与其委屈地和比你弱
的男人谈恋爱，还不如高傲地单身呢，还不
如和众多妹子一起去争抢“高富帅”呢！
起码人“高富帅”不会认为你这车
来历不明，不会因为你年轻漂
亮又有钱就认为你有不正
经的行为。

幸好这男人没骗财骗色
我忽然明白了，朋友是借着吃饭表明了态度，有

意让她看出缺点，然后各自走开。爱情的最初，人都愿
意展示美好的一面，比如大方，比如体贴，比如教养。
如果他没能做到，除开他千真万确的愚钝之外，那么一
定有潜台词了。

朋友说相亲就是感觉，别的都是身外之物，这话
的确不错。相亲的亲，到底怎样才是亲？当然这个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有专门的书籍来把脉相亲，
任他说的天花乱坠，只有相了亲的亲，才明白真味。

不打无准备之仗，于相亲也适用。正式见面之前，
一般不会两眼一抹黑，除了8 分钟约会这样的偶遇之
外。就算是8 分钟约会，不知别人底细，自个也要准备。
不说是戴面具，至少保持最好的一面，指望着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是恋爱中的异数，可遇不可求。但一见能够钟
情，总有神秘呼吸，那便是自身，一如磁条，一如铁粉。
这是相亲的理想所在，没有借助外力，而是自身。

开奔驰去相亲，遭到男子恶意猜想，并非小肚鸡
肠，而是大男子主义作怪。他预设了女孩“不堪”的前提，
错失了接近爱情的机会，实在是可悲可叹。不过，开奔
驰的姑娘消消气，好在这人没有骗财骗色，据说如今
许多这样的男人潜伏在相亲队伍里！

不过，是不是一定得开奔驰去相亲？依我看，最好
别开，因为奔驰不仅仅是辆车，如果它不能给相亲加分，
那就别让它影响相亲的好感，好感多么难得。至于身家、
过往，留给以后，说不定还有助于提升感情，毕竟有点
儿励志！

老式婚约有两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红叶之盟
载向鸳谱。相亲是奔婚约的方式之一，相亲的亲，就是
朝着亲爱、亲历、亲近走，再无它物。

A你也真是，为什么要说那些你认为
是实话的话？你觉得她男友一般，只

是凭一顿饭而已，说不定她男友是内敛
的人，不愿意在饭桌上表现自己的好呢？
人家私底下是怎么相处的，你又知道多
少？而据你的描述，你闺蜜应该是个自尊
心很强的人，容不得别人否定她的眼光。
你是她闺蜜你不知道她的个性吗？直接
撞钉子，活该啊你！现在赶紧去弥补，最
好的方法是让你男友请他们吃顿饭，事后
你跟闺蜜说第二次接触后，觉得她男友
确实不错，最好加一句“确实是一个有慧
眼的女人才会发掘的男人”，这样既表扬
了她男友，也表扬了她有慧眼。

赵格羽

近 两 个 月 我 加 快
了相亲的步伐。其实我
才 26 岁，根本不用急。
可 远 在 家 乡 的 父 母 急
啊，跟我命令说今年过
年一定要带个男朋友回
家。

相到第三次，终于
有个对胃口的男人了。
他家里条件和我家差不
多，我至少不会高攀他。
他工作跟我也是同性质
的，都是营销。他谈吐
也还幽默风趣，长得也
高。反正就是很合我的
眼缘，走出去应该是登
对的。

见面时我们相谈甚
欢，一顿饭吃了两个小
时，最后又到旁边的咖
啡厅坐了一下，还约了
下次再去哪里见。走的
时候我发现他没车，就
主动提出送他回去。当
他在车库外看到我开车
出 来 时， 直 直 地 盯 着
我，问我：“这是你的
车？”我说是的。他上
车后四处打量，不可思
议似的。他说：“这车
值我一套房了，你自己
的还是朋友的？”我说
我自己的。他又问是不
是爸妈买的，我说我爸
妈 一 辈 子 都 是 普 通 百
姓，不会买这么贵的车。
我知道他疑惑这车哪来
的。我实话实说，去年
我给公司签了两个千万
大单，公司奖励的。他
说：“还有这么大方的
公司？”看样子他是一
点都不信。

本 来 好 好 的 一 场
相亲，却在最后闹得有
点尴尬。而且后来约好
的第二次见面他也推掉
了，此后就不再联系我。
我真是太气了！我们是
通过某婚恋网的长沙会
员中心介绍认识的，我
打电话给我的客服，她
说那男人不想跟我发展
了，客服还说那人怀疑
我，要么是骗子，要么
是 以 前 做 过 不 正 当 的
事。我的肺都气炸了！
我骗他什么了？

这时客服建议我：
以后你相亲还是别开你
那辆奔驰了，好打眼的，
而且开奔驰的女人还会
去相亲，真的会让人怀
疑。

我 就 想 问 问， 这
是什么神逻辑？我有奔
驰怎么了？我正当挣来
的！

东东

读者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