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闺蜜这次又黄了个对象

我一闺蜜一晃就奔三了，
不知不觉成了别人口中的“剩
女”。由于她很讨厌“剩女”这
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号，于是积
极加入相亲大军。可她相了这
么多次，也有些互相看顺眼的，
但就是没有一个能成功。我承
认我在她这些不成功的处对象
过程中，曾发挥过“八婆”的
作用，给出过一些不成熟的意
见。不过我算收得早的，她家
的妈妈婶婶姐姐们，真是不遗
余力地“阻挠”她和男人谈对
象啊！

我这姐们儿一直都是乖乖
的，初恋都拖到 25 岁才开始，
谈了一年后分手，然后就不轻
易恋爱了。本来她认识的男人
就少，而且相多了，她就疲惫了，
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就经常
把这个人生选择的大难题直接
推给她身边的包括我在内的“亲
友团”。前两月单位上有个大姐
介绍了一个，比她大三岁，她
妈和她姐知道了，比她还高兴
呢，非得见见那个男人。

我觉得这样不大好，就让
她不要让她妈那堆人这么早就
搀和进来，毕竟才接触。但这
姐们儿又确实想听妈妈姐姐的
意见。于是有次她带了我和那
男人去吃饭，就让她姐姐和妈
妈装偶遇，五人一起吃饭。没
多久，婶婶和抱着三个月大孩
子的堂妹也来偶遇了。整个吃

饭过程中，妈妈姐姐堂妹像放
机关枪似的，一个接一个地问
问题，根本没她什么事。我明
显感觉到了那个那男人的不自
在。

事后，这姐们真诚地跟男
人说“不好意思”，说了好几遍，
她还是怕把人给吓跑了。好在
这男人也明事理，他开玩笑说：

“没事，就当提前见家长，过了
这一关以后就没有关卡了。”说
明这男人还是不错的吧。可是
她家那帮亲友团们不这么想啊，
她们说“这男人话太少了”，“总
是很拘谨，回答问题就那么几
个字”，“不大体贴啊，我们到
了也不知道站起来”“给自己哥
哥打工的，也等于是没事业”，

“长得也黑，你也黑，将来生的
孩子更黑了”……

在她那帮亲友团身上，我
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我之前
也是这么可劲给她的对象挑毛
病的。我得弥补我过去的错误，
私下里对她说：“这男人要得，
真的要得！”可前天我问她两
人发展情况，她说吹了。原因
是：“我觉得我妈她们说的有
点道理，毕竟结婚关系到下半
生，我得找个稳打稳扎的人才
好啊。我妈又在给我介绍新的
了……”

唉，除了叹息，我还能说
啥？妹子啊，有你那帮亲友团
在，你啥时候才能找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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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人 相 亲 跟 买
衣服一样，喜欢让
闺蜜表姐堂姐妈妈
姨妈等一大堆亲友
团搀和进来。哪怕
是在工作上再有本
事，在生活中再有
主见的女人，在感
情上可能都有这个
习 惯。 无 可 厚 非，
找对象是女人一生
中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甚至带有赌注
的意味，要是下注
错了，下半生可就
悲剧了。所以，找
亲 友 团 们 求 意 见，
是女人的习惯性动
作。可是，亲友团
不 是 越 多 越 好 的，
在这一点上，不是
人多就一定力量大。
比如通常是你随意
问一句“这男人你
们觉得怎么样”，然
后亲友团们马上七
嘴八舌开始从头到
脚从星座到职业点
评。你本想求个主
意，可谁知最后求
来了六神无主。你
是不是觉得，此时
的亲友团在干扰视
听呢……

亲友团会减低你的成功率？

你那庞大的亲友团，我实在招架不住

我是一个银行客户经理，
工作充实，收入OK，唯一遗憾
的是感情上始终空白。同单位
的女孩子不大敢追，外面的女
孩又没有机会认识，一拖就拖
到了现在。朋友亲戚给我介绍
的不少，终于有次很中意这个
女孩，可惜有缘无分啊！

那天，我和这个女孩子电
话约好去一家泰国菜馆吃晚
饭，结果，女孩的妈妈、二姨
妈和大舅妈都来了。三个女人
一台戏，一点不假。她们轮番
问我各种问题，工作怎么样？
平常下班后怎么安排？家里的
情况如何？以前谈过几个？喜
欢她家女儿什么……几轮问答
下来，我有点招架不住了。因

为这个女孩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整个就是她家那帮大姑大姨们
在审犯人似的审我。

相亲是互相了解的过程，
我看这女孩高挑漂亮，文静
知性，还蛮喜欢的。等那堆
大姨大婶们问完了，我想终于
我可以和这个女孩说说话了，
可每次问女孩问题，亲友团都
第一时间接过去回我。一顿饭
下来，我跟女孩说话不超过十
句。相亲后，虽然我跟那女孩
又联系过，也聊过，但我慎重
考虑后，还是决定放弃，因为
她聊天时经常说“我妈说我姐
说……”

这比超女决赛还庞大的亲
友团，我真的没有信心搞定。

专家观点》

古语有句话：三人言成虎。
可见“人言可畏”。相亲本来是
男女双方安静地坐下来相互聊
聊天、彼此开始了解的过程，
本来，两个陌生人初次见面就
有尴尬、不知所措之处，加上
女方“亲友团”围观，七嘴八
舌“拷问”男方，男方即便对
女方有好感，也对亲友团望而
生畏了。再完美的男方也会因
为女方亲友团各自要求不一而
挑得体无完肤。这样尴尬窘
迫的氛围下，当事人如何能找
到“感觉”？如何能了解比亲
友团打探的客观条件更需要了
解的方方面面呢？

换个立场想一想，谁希望
在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被
对方的亲友团当犯人一样拷问
啊？谁碰上都会反感。而很多
人反感相亲就是因为觉得相亲
不像随缘认识那样“有感觉”，
亲友团的搀和更是让“感觉”
出不来，结果，亲友团是“好
心帮了倒忙”。

所以，相亲这种事，即便
你再怎么烦腻不想面对，再怎

么相信家长闺蜜，终究要自己
耐着性子面对。婚姻是一辈子
的事，如果这一关把握不了，
以后的恋爱和婚姻相处更不知
如何把握。这一关，得自己过。

要和他过日子的是你，而
不是家人好友，所以不能依靠
别人做主。与其听亲友们各抒
己见，还不如自己冷静下来，
好好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
哪些人可以见一次面就可以排
除？哪些人可以交往着进一步
了解？

相亲是“姜太公钓鱼，愿
者上钩”的筛选过程，不如做

“排除法”：排除有自己忌讳的
缺点毛病的相亲对象；排除一
开始就觉得不对劲、不舒服、
不合适、不靠谱的相亲对象。
其余的，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

女孩子怕自己相亲时陷入
“当局者迷”而想征求他人的
意见并没有错，但是，必须是
在这方面真正有智慧、理性、
客观的亲友，而不是听七嘴八
舌让自己变得更糊涂的亲友。

@ 新南鹏哥：相亲就像做
生意，不但有亲友团审核条件，
还要货比三家。相亲男女好
比熟练工，见面、吃饭、聊
天、分开，次数越多越麻木，
冷不丁还遇到第 N 次的那个

“熟人”。有时候对方带来
的同伴倒出乎意料成了一股

清新风。
@ 小葱就是赵美丽啊：

最烦那些相亲的时候带着七八
姑八大姨的，光她们在那叨叨
叨！烦不烦！！说的就是这期
一见钟情节目的一个女嘉宾的
两个亲友团！祝你们孤独终老
吧！真烦！

网友吐槽：

他们都可能“好心帮倒忙”

亲友团们为什么乐意作指挥
明里暗里陪着女儿相亲了

七次的金阿姨说：“我就这么一
个女儿，她从小到大都单纯得
很，我怕她被不好的男人骗，到
时就损失大了。所以我得从源头
上把好关，我是过来人，我也
最了解我女儿，所以我最清楚我
女儿应该找什么样的男人。”

见过好朋友最近四个接

触对象的小倩说：“我是我们
姐妹圈里的情感专家，她们遇
到追求者、和男朋友吵架或是
分手，都会找我来分析。尤其
是像芬丫头这种还没男朋友又
面临着逼婚的，她需要高效率
地找准男朋友，所以我的意见
尤为重要。我也很享受这种在
姐妹中充当情感顾问的感觉。”

根据姑娘们的反映，找亲
友团，大多是因为相亲相疲惫
了，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
样的。今年一年都在相亲的周
女士说：“主要是相亲的对象
都是之前不了解的，凭自己一
人之力，实在无法在短时间内
判断出是否真的适合自己。”周
女士每次相亲都会安排自己的
三个好闺蜜在邻桌坐着，或者
相过后继续接触的，没多久
就会把这男人带给闺蜜们正式
看看。她说：“直奔结婚去的，
当然得让姐妹们都看看，因为
我确实不擅长了解男人。刚开
始相亲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
总觉得相亲是件很别扭的事，
只是让她们给我壮壮胆，后面

就习惯了这样的相亲模式。”
不过周女士慢慢发现，亲

友团的参与，并没有给她带来
好运，反而是一个都没成。因
为三个闺蜜各有各的主意，根
本没法达成统一，有的说这个
男人好，有的说那个男人好。
而且还有相亲的男人对她说：

“为啥你朋友都有男朋友，就
你没有？”更有男人对她说：

“我不喜欢见不必要见面的人，
感觉自己今天像被你朋友当外
星人一样围观了。”

圣诞节前，周女士又被拉
去相亲，这次她改变了想法，
丝毫不让三闺蜜知情，谁知
这一次，两人却慢慢谈对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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