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葬他的父亲。我妈 要我去给老人
送送行，我也真的想看看曾经的恋
人。前夫同意了，但是要陪我一起
去。好吧，陪着去总比不去强。二
十年后再见旧情人，我们还是能一
眼就认出彼此来，他还是那样书卷
味甚浓。如果我们当初结了婚，现
在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的婚
姻，真的没有幸福可言，要不是有
一双儿女，我真的会在这样的婚姻
里窒息而死。

回到家，前夫就对我发火，乱
摔东西，摔完了还说 ：“大爷我买
得起，要是我哪天不高兴，连你也
换了！”我冷笑 ：“想换就换，你外
面不是有好几个女人么？”没想到
这话引来前夫重重一巴掌和一番羞
辱，夺门而出之前甩一句 ：“你现在
又老又丑，我要不是可怜你，早就
把你甩了。”此后他总是大半夜不打
电话就回来掀我被子，说要看看我
在家里有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

我再次提出离婚，因为儿女们
已经毕业，各自工作了，我们不需
要再靠前夫的钱来生活。我盼着儿
女长大，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可我
敌不过别人的闲言碎语，居然有很
多人都说我不知廉耻，说我有个有
钱有脸的丈夫，居然还不珍惜，好
像是我做了对不起前夫的事。甚至
我妹妹都说 ：“姐，都这把年纪了，
你得为你那对儿女考虑啊！”

我若硬是要离婚，反而应证了
流言：和旧情人勾搭。我只能这样
了！如果我也成了一个“水性杨花”
的女人，那我跟前夫有什么区别？

“老爸是色鬼”这样的帽子，儿女们已经戴了很多年了。

五十岁，离婚了
我忍吧！为了儿女们的名声。可前夫就吃定了我不会

离婚，他总认为我离婚了生活都成问题。在儿子婚礼上，
前夫依然对我呼来喝去，在亲家面前大吹儿女是他一手
养大的，说他在外还有女人，说我死心塌地。这是要多
丢脸！

亲家母后来跟我聊天，说 ：“你是真的脾气好，要是
我老公敢这么大张旗鼓地给我泼面子，看我不教训他！”
多年来，我一直在家做主妇，没有朋友，突然间有个同年
龄的亲家母，我像找到透气口一样，把自己多年来的委屈
和一直想离婚的想法告诉了亲家母。说完之后，不等亲家
母开口，我就自己有了思路和想法：儿女们都长大了，我
可以离婚了！

我把儿女们都叫来，只是女儿担心我离婚后会过得
不好，她说 ：“我和哥哥嫂嫂都很少回家，你一个人过能
行吗？”我笑 ：“这么多年来，你爸一年到头也很少回家，
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人过！”前夫对于我提出离婚暴跳如雷，
他说要饿死我，一分钱都不给我。签协议那天，他带了
一个年轻女人一同来，两人卿卿我我的。他这些行为，让
我更加坚定我的做法是对的，他越来越像跳梁小丑。

五十岁，我离婚了！从没有工作过的我，在别人退休
的年龄，开始找工作。

我去家附近一家老人院应征工作，去餐厅应征工作，
去幼儿园应征工作，最终，一家家政公司收了我。我交了
押金培了训之后，就被推荐去照顾一位老人。很庆幸，公
司推荐对了。这位老人七十八岁，但干净利索，腿脚灵便，
我只需要帮他做饭打扫卫生。而老人的儿子，也就是我
的雇主，收藏了很多买不到的书籍，我每天和老人聊聊
天、做做饭、看看书，有空再去下面跳跳舞，日子轻闲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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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想逃离
这样的婚姻

我现在搬到我娘家的旧居里了，
一个人生活，明天去雇主家上班，
照顾一位老婆婆。

我和前夫的结合就是一个悲剧。
那时前夫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
而我是“地主”的孙女，受人打压
和排挤。我有青梅竹马的相好，不
出意外我们是要结婚的。可是我前
夫，当时是方圆几十里非常霸道的
人。我就在他“导演”的抢婚大戏中，
被当成了主角，任他“抢”回家做老
婆。他那时常常炫耀：“看我一粗人，
还不是娶了个大家闺秀啊，还不是
把大少爷的人给抢来了。”所有的婚
俗习惯一样没少，但我一直沉浸在自
己的悲剧中。尤其是当我以前暗恋
的人搬走之后，我就越来越看我前
夫不顺眼。我多次有过逃走的想法，
但是无奈我还有母亲和妹妹在这里
住着。那时还不兴离婚，真觉得日
子难熬。前夫对我也没什么好脸色，
平时都是把我当丫鬟一样呼来喝去，
就连关上门来的那点事都非常凶恶，
根本没把我当妻子。他说 ：“你越是
犟，我越是凶，你要是温顺听话一点，
我也许会对你好一点。”可我就是不
愿意对他温柔。

直到儿子出生，我对生活才有
一些希望，对婚姻也有了认命的想
法。反正儿子都有了，还能怎么样
呢？后来，女儿又出生了，更加让我

“既来之则安之”。逃走不是路，不
如就这样。

我没钱，不能离婚 
可日子不是我想好就能好过的。前夫后来和人做生

意，起步那段时间，他就带着几个合伙人在家住在家吃，
我得像保姆一样伺候这几个大老爷们。在这种又要照顾
自己儿女又要照顾那一堆人的时候，我感觉很吃力，而
且很不讨好。经常有他那些合伙人说：“大妹子，对不听
话的儿女就得打，不打不成器啊！”……他们那堆根红
苗正的“无产阶级”看我不顺眼。而前夫此时铁定不会
站在我这边，因为他爱面子，他讲义气，他会大声训斥我，
会当众打骂我那双儿女。这是我非常受不了的。

有一次，因为儿子把他一合伙人的鞋弄湿，前夫一
巴掌把儿子打倒在地。我跟他理论，反被他推倒。我
抱起儿子就往外跑，可是身无分文，不知去哪里。最
后，儿子拉着我回家，前夫揪了我教训说：“你翅膀硬了，
还离家出走！”那次他也对我动了手。他并不是在乎我，
而是觉得我让他在他哥们面前丢脸了。我知道在外不能
给男人抹面子，但是他那做法根本是不讲道理。

后来生意好了，他那些哥们总算搬走了。前夫成了
所有人的老板，他居然公开在外找女人。我觉得无所谓，
可是，他这么做对两个孩子不好啊。他还不知羞地给
儿子的英语老师送这送那。儿子回家来跟我说 ：“以后
别让爸爸去学校了，同学们都笑我有个不正经的爸爸。”
女儿也说 ：“为什么爸爸在外面要搂着别的女人？”

此时，我再次想到了逃离。离婚，非常强烈地想
要离婚！那时还没有什么法律意识，只知道如果离婚了，
他该依然养我们三母子，只是不跟我们住，离婚后他爱
干嘛干嘛去。可是前夫居然又不同意。我就奇怪了，我
们离婚，你不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找别的女人吗？前夫
说 ：“我在外只是充充面子，玩一玩。别人都那样玩，
我不玩多没面子。”我突然觉得对前夫连最后一点好印
象都没有了，简直就是个没有上过学堂的草包。

让我最终放弃离婚想法的，是儿女。因为前夫说，
离婚后，要么他抢走两儿女，让我一辈子见不着，要么
把儿女丢给我，不再管我们娘仨的死活……

我为什么没离婚 

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到了儿女们都上大学的时候。
前夫这期间在外忙些什么我都不过问，只要他每月给我
们足够的生活费就行了。当然，也有女人上门来闹，说
我“一黄脸婆，凭什么霸占着申老板”！那小妹子比我
女儿大不了几岁，非说“申老板”对她是真爱……

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我年轻时相好的那个人回来安

给不敢离婚的
女人一封信

■一封私信

如果您有一些话想对亲人、朋
友、偶像、明星、情敌、爱人……说，
就写一封信给我们投稿吧。我们将
择优刊登，稿件限千字以内。

邮箱：915029624@qq.com。

文 / 刘丽华
正受委屈的女人们：

曾主持情感栏目 4 年，不知遇
到过多少被轻视、被仇视、被舍弃、
被抛弃，可就是不接收“被离婚”
的女人。宁愿遥遥无期地耗着，让
挫败感、屈辱感、痛苦加剧，也不
肯放彼此一条生路。为什么？说到
底，一是心理不健康，二是缺乏独
自面对生活的勇气。

邻居俞姐不同，得知丈夫有了
外遇，她思前想后考虑了一周，毫
不含糊地作出了离婚的决定。没有
哭闹，也没争财产，只带着女儿离开。
6 年过去，她从妇产科护士晋升为
护士长，再到一家私立妇科医院的
副院长，而且遇到了现任丈夫——
一个懂得呵护她的真命天子。真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她单身的那
几年，正是女儿成长的关键期，她
的自信乐观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土
壤。孩子性格开朗，成绩也很优异，
一举考上了名牌大学。

电视剧《妻子的反击》里的全
职太太叶惠心，整天照顾疯癫婆婆，
伺候一家老小，还有亲友们的一摊
麻烦事、危急事随时召唤她去解决。
可在丈夫陈继平眼里，她如同保姆，
只是靠他养活的女人，所以，他出
轨理直气壮。但他万万没想到，正
是这个被他看低的女人，向他提出
了挑战——要求离婚。好一个不怕
离婚的女人！正是她的自尊自信，让
周围所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在没
有她的日子里，陈继平的日子过得
一团糟，他这才明白她有多重要，
跟孩子一起求她复婚，并开始珍惜
这个失而复得的女人。

看，两个不怕离婚的女人，都
赢得了日后的幸福。前者结束一段
变质的婚姻，就给了自己重新寻找
幸福的机会；后者通过离婚，把情
感危机转嫁到了伤害她的男人身上，
让他反省后悔，重新选择自己。

一个女人敢用离婚来证明没有
他自己同样可以活得很好，说明她
内心强大，人格独立。虽然她可能
是忍让最多、付出最多的一方，离
婚时也最痛，但她问心无愧，也最
易告别过去，因为她不欠谁的，只
有别人亏欠她。其实，离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害怕离婚。越害怕，越不
想离，越死死抱住一个空壳婚姻不
撒手，就越被男人轻视，甚至仇视。
相反，很有尊严地离开，还他充分
自由，倒有可能让他心存遗憾，后
悔当初的选择。

幸福的婚姻是结伴赏景，相看
两不厌；不幸的婚姻是仇敌坐牢，
水火不相容。既然婚姻只剩下一纸
关系，那么早点解除婚约何尝不是
救赎之举？解脱之后，活出自己精
彩的一片天，才是对伤害者最有力
的回敬。他固然有选择的权利，但
你却有让他后悔的实力。

祝各位婚姻不幸福的女人，都
有勇气重新寻找新的幸福。

口述 / 殷凤彩  整理 / 刘艳

儿 子 都 结 婚 了， 还 离
婚？不怕晚节不保吗？老
都老了，还闹离婚那一套，
不怕被人笑话吗？两人加
起来都一百多岁了，还走
进民政局去办离婚，不怕
别人异样的眼神吗？可是，
反过来问，对“苟延残喘”
的婚姻中的男女来说，已
经把自己前半生都搭进去
了，就因为害怕晚节不保，
还要将自己的下半生也陪
进 去 吗？ …… 这 些 问 题，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反复
在心里问过无数遍，最后，
她还是大胆地选择了离婚。
在她看来，“离婚不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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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五十，对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很
少有人再会去折腾离婚了。哪怕婚姻再无生命力，再无快
乐可言，他们也情愿继续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将就着“了
此残生”。退一步说，就算他们想离，已经成家立业的子
女也不会答应，他们会告诉你这叫“晚节不保”。可我们是
否想过，苟延残喘的婚姻能给你的父母带来快乐吗？与其
让他们在名存实亡的痛苦婚姻里苦苦挣扎，不如给他们一
个自由的选择。毕竟，岁月于他们来说，弥足珍贵。所以，
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尊重他们的决定也是一种孝道。他
们觉得怎么开心就怎么过，这才是子女该有的观念。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