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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是葛优问冯小
刚：假如我再婚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
女，可她和 N 个男人上过床；一个是丑女，
可她是处女。你看如何是好？冯小刚回答：
你得想明白，你究竟是愿意跟一帮人分吃蛋
糕呢，还是喜欢一个人独吃牛粪！

这个段子透着的道理简单明了。现在，
轮到作为女人的悠悠来切身体会这个道理了。
其实男女都一样，优秀点的男人花心，并不
是他品质有多么不好，而是他有花心的机会；
平常的男人不太花心，并不代表他纯洁或忠
诚什么的，只是条件不行而已。男人是这么
一个物种，这个物种的特征之一，就是花心。
不信，我们就设个温柔之局，勾引一个貌似
不花心的男人。我们几乎不用太费事，就能
得到基本上一致的答案。

简单说，悠悠你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还
是那三样：容忍、改变、离开。

你能容忍他花心吗？你能容忍他从另一
个女人的身边，带着另一个女人的芬芳，回
到你的身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和你
恩恩爱爱？如果能，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选
择了。你可以不用再读我下面的文字了，因为

你真可以做“花心男”的终结者吗

2014年1月24日  本版编辑／刘艳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0  E－mail:liuy@fengone.com 情感·门诊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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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真的很没良心，我在家照顾
他一家老小，当牛做马，他居然

在外找了女人，还理直气壮说如果我
大吵大闹，就等于是我毁了我的家庭。
难道我只有忍气吞声吗？我想到了一个
方法，反正儿子放寒假了，我决定带儿
子回我老家去过年，不让老公见孩子。
如果他无动于衷，我就让他这辈子也
见不到儿子了。可是看着才 8 岁的儿子，
又有些不忍心，到底该怎么办？这过年
边边上，我真的只想大哭一场。

木棉花

Q我妻子会持家，温柔贤惠，但就
是有一点不好，什么东西不经她

允许我都不能吃不能用。跟她交往的
时候我就知道她这一点，之前觉得还挺
好的，不浪费。可结婚半年来，尤其是
最近一年，我要吃开心果，她抓几颗
给我，说留到过年再吃，我要穿新买的
鞋子，她非不让我穿，说留到过年再穿。
我抽奖抽中一套澳门双人游，拖了几个
月了，她非得说等到结婚周年再去。还
有我想去吃某餐厅新出的情侣餐，她说
要等到情人节再去……不想说了啊，这
个习惯咋办才好？真受不了啊！

玉总

A能咋办？要么你改变她，要么你顺从
她。我理解你这种心情，因为我也

遇到过这样的人，而且是男人。他总是
把一些特别的事留到特别的日子里去做，
永远不会活在当下。可当特别的日子来了
之后，由于之前等太久期待太高，反而
没什么兴趣了，或者做了之后感觉不痛快。
你妻子是不是小时候过得太苦了？你试着
了解一下。如果你要改变她，就让她知道
你有充足的能力让她想干嘛就干嘛，不
用等到特别的那一天。你要对她说：我
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如
果改变不了，就从了她吧。反正这习惯也
不是很坏，她不陪你去，你还可以找
哥们去。

南在南方

■快问快答

用孩子来惩罚
出轨老公有用吗？

妻子把什么东西
都留到特别的日子

我记得某个名人在和夫人纪念金婚时
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要纪念金婚有两个必
要条件，第一，要活到足够大的岁数，第二，
双方一直没有换人。这话听来有玩笑的意味，
不过细细品味，还真是如此。

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被教育说，女人终会
遇到真命天子的，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准
备好自己，完善好自己。不过。我们的真命
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绝大部分男人没有，
甚至他们根本不准备。这和男人的年龄无关。

美剧《绝望的主妇》中有一位 78 岁的
老太太，守寡多年，脾气性格变得古怪，不
过她终于还是遇到了八十多岁的邻居，于是热
恋开始了！本来这一切都很美好，可在好管闲
事邻居的刻意撮合下，老爷爷被迫向老太太
求婚。一切在求婚之后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因为老爷爷向邻居坦承，在之前两人的热恋
期中，他从没有出轨的想法，可就在求婚之后，
他竟然时刻想去亲吻别的女人！因为他感到从
此以后就要被束缚了，他受不了这个！

所以，你不会是花心丈夫的终结者。谁
也不是！你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你没有走
女人婚后生孩子后就变黄脸婆的老路，但那
并不意味着你的他会有什么不同。而出轨这
件事，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安排，更多是偶然。
男人出轨，又是偶然中的必然。不出轨，只
是他还没遇到而已。而且出轨这事，跟男人
婚前有多花心，或多老实，也都是无关的。

当你已经成为他的囊中物，你认为花心
的他应该收手应该稳定了，可男人这种动物

男人喜欢证明自己的魅力
本身就是从征服女人的事上体现他征服世界的能力的。

《绝望的主妇》里有个小片段很好地证明了这点：中年
男在一次女人聚会上遇到一个放荡女，他很想和放荡女
有点什么关系，不过被他妻子的女友严厉禁止了。男人
忧伤地坦白：“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这样还能
不能吸引到她那样年轻貌美身材又棒的女孩子？”

是的。都说男人抵挡不了诱惑，但其实，他们并
不是真的要去背叛，而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魅力。
你虽然不是花心丈夫的终结者，可是毕竟还是拥有了四
年的幸福。不妨想象一下，接下的很多年，你们真的可
以熬到金婚的那一年，他能持续保持自身的魅力，很有
可能在你们的金婚典礼上，在高朋满座的来宾中，他都
有可能在宾客散去时突然间告诉你他喜欢上邻座的那个
女孩。

能接受吗？和花心丈夫的情人作战，可能是一辈子
的事。不要妄图去做终结者。真的爱他，就接受他的
花心，不过你能做的就是，金婚的那天，当丈夫告诉
你他又喜欢上了谁，你能优雅的一笑，问：“你真的确定？
亲爱的，明天邀她来晚餐怎么样？”

噢，请原谅，这样的一幕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家
庭吗？

用什么来衡量婚姻的好坏
下面说的全是废话了。

你能改变吗？首先是改变自己。婚姻当中有很多女
人，不明白丈夫为什么总出轨，尤其是自我感觉又漂亮
又贤惠又体贴入微的女人。她们其实不明白：在男人眼
里，女人比的不是别的，是新鲜！家外面的女人，总是
很新鲜。你能变得在男人面前一天一个样吗？你能变得
让男人“怎么感觉我不认识你了”吗？你能变得在男人面
前高深莫测哪怕内心单纯如初吗……其次是改变男人。
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依我看，这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但悠悠还是值得一试的，如果这个男人，确
实让你无法割舍。

第三种选择，最干脆也最过瘾，那就是离开！这
种选择与你的人生观有关了，你必须要想明白：你到底
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男人？
你所渴望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多大的机率
你能遇到？以及遇到之后他能否接受你？能否喜欢你？
还有更致命的：你和设想中新遇到的“真命天子”能否
度过至少四年的幸福时光……

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为你提供各种可能
的选择。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选择。最后对
你提到的“找个婚前很花的男人婚后他反而不会出轨，
而婚前没恋爱过的婚后才会对外面的任何女人都心动”，
我特别想与你交流一下：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花心与
否，与你无关，而只与他婚前的状态有关。如此，就算
他婚后一门心思与你生活，那也只能证明他累了，玩腻了。
你的作用，只是相当于他吃了若干个馒头之后，在他要
饱的时候你恰巧出现的最后一个馒头而已。

如果仅仅以男人是否出轨，来衡量一场婚姻的质
量，无异于把婚姻当成了一顿聚餐。那我认为此生的婚
姻毫无成就感，以及幸福感。

A用孩子来惩罚你老公，肯定不可行。
这行为，不是我说，不像是做母亲

的能干出来的。你老公对不起你，可在儿
子心中，他未必是个坏父亲，而且再怎么
说，你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让你儿子
失去父爱。以你这么冲动怨恨的性格来
看，如果做单亲妈妈，真的会影响孩子
的情商和人格塑造。所以，放下这个想法。
你要做的，是不要只照顾他一家老小了，
你得找点除了家庭之外的生活，比如工作。
想想你老公为什么在外找女人，还不是因
为你把自己经营成了保姆吗？你说一个男
人为什么要对一个保姆忠心？从现在起改
变，说做就做，不要做保姆和祥林嫂了。

宁静

我和老公结婚四年，
小孩三岁。我有工作和朋
友，身材相貌俱佳，并没
有像别的女人那样一生完
孩子就变样。对于老公，
我也非常理解和包容，他
的圈子我有所了解但并不
特别熟悉，不像其他女人
喜欢吃醋，疑神疑鬼……
我要说的是，我真的是一
个很开明的妻子。可是，
老公还是有了外遇。

我老公算得上是“富
二代”，我就是在一个派
对上认识他的。认识他时
并不知道他是“富二代”，
是他先看上了我。他追女
孩子很在行，而我之前的
男友又是极度不浪漫的那
种，于是，我很快就被他
追到了。跟他在一起后，
他过了三个月才在我的要
求下带我见他朋友。从他
朋友还有他朋友的女友那
里，我得知了他过去真的
不是一般的花心，初中就
交女朋友，出国那三年交
往 了 六 个 不 同 国 家 的 女
孩，回国后也没停止过交
女友，最长的都只交往了
一年。我知道这些风流事
后，真的非常非常害怕，
比知道他是个“富二代”
更害怕。我那时对他已经
有很深的感情，而且我爸
妈都很满意他。他除了花
心，其他方面都不错，体
贴，大方，笑容温暖，长
得很帅。

老公知道我为了他过
去的事不开心，就说他以
后会改，他想稳定了。我
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给
他机会，我认为他是成熟
得比较晚而已，他过去肯
定是大男孩心态，见到美
女就像女人见到漂亮衣服
一样，一定要得到手。不
是有句话说“找个婚前很
花的男人婚后他反而不会
出轨，而婚前没恋爱过的
婚后才会对外面的任何女
人都心动”吗？在我之前
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估
计以后就不会对其他女人
有兴趣了。再说我也不差，
我相信我能做他的爱情终
结者。结婚四年，我一直
都在努力做一个好妻子，
我们也过得很幸福。

可是，这个家伙还是
有了外遇。那女孩是个少
数民族女子，他说她很像
演员佟丽娅，他很想试着
谈一下……我真觉得自己
过去四年经营的婚姻都坍
塌了，他为什么好了四年
又犯老毛病了？花心的男
人，难道真的没有女人能
做他的终结者吗？

悠悠

读者来信

■学“习”恋爱

资深传媒人，著
有随笔集《我爱女
鬼》等，中国观网
总裁。

习瑞

宁静
湖南音乐电台前
著名主持人，情感
专家。

■宁静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