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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热闹：他厌倦了人满为患的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章清清

1月30 日凌晨，农历新年的钟声如
约而至，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在欢庆团聚
的时光。

此刻海南三亚的一个小旅馆里，辉
映着窗外绚丽的烟花，一个瘦高的背包
客却窝在黑暗的沙发里，瞪着房间里唯
一发光的电视屏幕发呆。“这是我在外面
一个人过的第三个春节了。”2月9日，易
容（化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人
家过年是团聚，我是最怕我们家团聚。
一到过年，我就得躲出去，像我这样躲
过年的，是不是也很奇葩？”

45个亲戚，
打地铺、开流水席过年

易容家住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按

他的说法，他是一个喜好安静、喜欢过
小家庭生活的人。不过易先生的妻子正
好相反，“她喜欢热闹，过年，如果不把
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喊齐一起过年的话，
对她来说那就不叫过年”。

但是这个“所有”，远远超出了易先
生能接受的“所有”：“最多的时候，你
知道我们家一共来了多少个亲戚吗？45
个！”

见记者有些不敢相信，易先生掰起
手指头给记者算：“有哪些亲戚呢，包括
了我父母、她的父母，她的七大姑八大姨，
她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她七大姑八大
姨的亲戚的亲戚。最远的亲戚到了哪里
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小舅子两
口子来了，小舅子老婆的父母也来，小舅
子老婆母亲的妹妹也可以来，小舅子老
婆母亲妹妹的女婿还可以来。来的地方
也是天南地北，北京、天津都有。年龄
最大的快 90 岁了，最小的是三个月，只

要能沾上边的亲戚通通都会被我老婆邀
请过来，过年！”

这么多亲戚聚在一起，这个年怎么
过呢？易先生说通通都在他们家里过。
从腊月二十六开始，受到老婆邀请的亲
戚开始陆续报到。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桌子都不够摆，怎么办？开流水席，由
易先生老婆掌勺，分批吃饭。因为亲戚
太多，很多亲戚相互都叫不上号，甚至
分不清谁是谁，谁吃谁没吃也没办法算
清。所以吃饭的时候如果不“抢席”，就
很有可能会吃不上饭。“人家过年是长
膘，而我一到过年就肯定掉膘，为什么
呢？人太多我吃不上饭啊！”易先生一
声苦笑。

晚上睡觉，易先生家近 300 平方米
的大房子也不够这么多人住。于是，所
有能利用房间的家什都会被收拾起来，
空间腾出来全部用来打地铺。如果还不
够怎么办？那就向邻居家借宿。事后却有
邻居回来抱怨，有些年轻未婚的男女亲
戚“征用”了人家的主卧，犯了忌讳，最
终还得向邻居赔礼道歉。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得有点娱乐
活动。白天在室内的话，无非就是聊天
或者玩牌看电视，热闹可想而知。易先
生偏偏好静，他说：“身在其中，简直就
是度日如年，只恨自己为什么要长两个耳
朵。”更难熬的是他的父母，跟老婆的那
些天南地北的亲戚语言都不通，根本搭
不上话，却要从早到晚搅合在一起，处
境可以想象。

易先生家这种超大家族式的大聚会
一般会从年前一直持续到元宵节过完才
算结束。其间，还会因为亲戚众多发错红
包，导致亲戚反目的乌龙事件。易先生说，
第一次经历完这种劳民伤财的大聚会之
后，他就向老婆提出了严重的交涉，甚至
一度到了谈离婚的程度。此后过年，老婆

虽然没有再没叫过这么多亲戚上门，“但
二十人以上的规模，还是绝对少不了”。
无奈之下，一心希望清静些的易先生只好
选择躲出去，“躲过年”。

躲出去的新年，是蚀骨的孤独
今年春节，从家里躲出去过年的易

先生，一个人去了热门旅游地——三亚。
易先生说，之所以选择三亚，是认

为它比较热门，游人比较多，应该比较
热闹。但是易先生说，“到了这才发现，
过年的时候，再热闹的旅游景点都是萧
条的。中国人的年还是和‘家’重叠在一
起的，到外面去转，看到的游客，也是
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所以看着他们
的背影，更难受。”

因此，更多的时候，易先生常常是
倒在旅馆的床上，一个人从早睡到天黑，
中间只吃一次饭，那是一种“蚀骨的孤
独感”。

其间，易先生在三亚的一条老街里
还结识了一位“躲过年”的同伴。一个
小酒吧的老板，那位老板是位摄影爱好
者，因为玩摄影烧钱太多不敢让家里人
知道，过年不敢回家，也躲在了三亚一
个人过年，两人于是一见如故，开始抱
团取暖。“当时真的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
人的感觉，不容易啊！”易先生说，他
最后还搬到了小酒吧里，和小酒吧的老
板一起过了这个春节。

易先生说，一个人在三亚的时候，
有孤独有抱怨，也因此想到很多。“想
到不敢带父母一起同行，是怕引起父辈
间的矛盾；想到家，为什么会在过年时
反而成为我想要逃离的地方；想到妻子，
为什么夫妻始终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
协解决的方案。而这一切都会因为‘躲’
能解决的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娅琳
春节期间，沈雁（化名）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

照片让朋友们都感觉有些奇怪——向来很有亲情观
念、看重一家团圆的她，怎么会挑在大年三十下午
启程，一个人带着儿子跑去新马泰晃荡？2 月5日，
刚结束度假回国的沈雁，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倾
吐了自己“反常”之举背后的无奈：“人人谓我‘潇洒’，
殊不知，我这不过是担心离婚之事穿帮才想出的下
策！”

现年 33 岁的沈雁是湖南常德人，在江苏南京
结婚定居后与老公约定“春节一定要回湖南娘家过”。
结婚 10 年来，除 2008 年因冰雪灾害未能成行外，
每年春节前夕沈雁都会早早订票、置办行头、准备
礼物，然后携丈夫与家人“年终聚会”。而沈雁的丈
夫程明（化名）也因此为他在妻子娘家一族中赢得
了极高口碑，尤其颇讨沈雁的爷爷奶奶欢心。

但家人的赞许归赞许，沈雁在发现双方性格、
习惯甚至未来人生方向上的不合拍后，遂忍痛决定：
放弃这段婚姻。

2013 年 9月办妥离婚后，沈雁本打算等母亲心
情平和下来后，再安抚家里的几位老人。谁知，原
本身体还算硬朗的爷爷突然在晨练时脑溢血中风，
因为担心老人再受刺激变成植物人，家人劝沈雁一
定要隐瞒离婚的事情。

为此，沈雁最终决定先让父母在爷爷奶奶那“吹
风”，说程明得坚守岗位到大年三十。但等她一个人
带着儿子回到湖南后，又担心7岁的儿子一不留神
说漏嘴，便干脆报了个新马泰 7日游的旅行团，而
且是大年三十当天中午吃完团圆饭就出发——当
然，对爷爷奶奶的说辞是“公司犒赏中层管理人员
的福利，不去白不去”。在大年三十当天，沈雁事先
找到程明，恳请对方主动打电话过来拜年。“虽然
不知道他具体怎么说的，但看到我爷爷奶奶被哄得
合不拢嘴，就知道他‘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这也
再次证明了他不失为好男人一个，可惜我们确实不
合适……”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沈雁有种如释重负
的感觉，她知道，这个“年关”，自己算是基本过关了。

可下一个“年关”怎么办？沈雁说她还没想那
么远：“别人都希望‘马上发财’、‘马上走运’什么的，
我只期待家里人尤其老人都能平安健康，哪怕要我
继续煞费苦心地背负这个秘密，那也是值得的。”

（上接 A04 版）

躲“离婚穿帮”：
她春节去了异国他乡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活到 50 多岁，第一次在外面过年，

实在是不想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过年，一
点年味都没有，等过完元宵节我们就可以
回去了。”2月9日，通过电话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这话的时候，湖南娄底人贺
花艳（化名）依旧和丈夫住在深圳儿子租
的房子里，和她一起在深圳过年的还有她
两个三十出头的女儿。之所以一定要过完
元宵节才能回老家的理由很简单——村
里回去过年的人又出来打工了。贺花艳不
想见村里的人理由也很简单——怕别人
问她两个单身女儿的婚事。

三十出头的两个女儿都待嫁
一说到这两个女儿，贺花艳就忍不

住叹气：“一个离异，一个至今未嫁，你
说别人家的女儿怎么就那么容易嫁出去，
为什么我们家的就这么难？”女儿的婚

事是她的心头痛，平时只
要别人一谈到儿女们的婚
事，贺花艳就会立马走开，
用她的话来说是“不想被
别人多问”。

大女儿因为和老公关
系不好结婚三年就离婚了，
单身已有5 年，至今没有
再嫁。其间，别人也介绍
过很多，但总是高不成低
不就一直没有谈成。二女
儿自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
在深圳工作，人长得一般，
工资四五千元一个月，但
择偶要求却很高，以前过
年回家的时候也相过亲，

但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没有哪个男人入
得了她二小姐的法眼”，也就一直单身。

为了两个女儿的婚事，贺花艳和丈
夫可谓是急得团团转，只要女儿打电话回
来，她每次都不忘问一句：“最近谈了对
象没？赶紧找一个！你们还想拖到几十岁
啊！”贺花艳是属于那种很爱面子的人，

“每次别人只要说我们家的女儿怎么还没
嫁人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
去。”在贺花艳看来，两个女儿的婚事让
她丢尽了脸，每次过年的时候，别人来家
里拜年就总是会开玩笑的对着两个大龄
女青年说一句：“别太挑了，再这么下去，
黄花大闺女也不值钱了呀！”邻居们的这
些话对于早就习惯了“剩女”身份的两个
女儿来说是见惯不怪了，可贺花艳听了却
觉得格外的刺耳，她总觉得别人是在看
他们家的笑话。因此，以往即使两个女儿
回家过年了，贺花艳也从来不让她们去邻

居家拜年，也不让她们在外面多走动。
2013 年 7月，贺花艳为了大女儿的

事情和别人吵了一架，因为她听说有人
在背后说她大女儿被别人包养了，而且
那人还具体指出了男人是哪个地方的谁。
贺花艳在吵完后，就拿着电话边哭边骂
大女儿：“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让我受
这种冤枉气。”

为了不再让别人说闲话，贺花艳决
定今年春节一家人在深圳过。不过为了
找个较为合理的说法，贺花艳告诉别人：
有人要在深圳给两个女儿介绍对象，他
们夫妻俩要过去把关，所以就顺便在那
边过年了。

在城里厕所放段小鞭炮过年
对于一个在农村里待了一辈子的人

来说，第一次要在大城市里过年其实并
不容易。首先就是各种习俗上的不习惯，
在农村里大年三十晚上12 点的时候家家
户户要放鞭炮，可在深圳市区是不允许
的。“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左思右想，
最后决定在出租屋厕所关上门放一小段
鞭炮，也算是迎接新年。”贺花艳还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年初一是一定
要去祭拜祖坟的，为了弥补这个，她又
不顾孩子们的反对在房间里插了几炷香，
嘴里念叨着希望祖宗们不要见怪，回家
后一定好好再去祭拜。

“这几天孩子们都上班了，就我们夫
妻俩在家里很没意思，又不敢出去走，
深圳这么大，怕一走等下就找不到回来
的路了，现在就盼着元宵节赶紧来。”贺
花艳已经把回家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
等着踏上归途的那一天了。

逃过一“节”！我们为什么躲新年
躲闲话：女儿没嫁人的父母宁住外省出租屋

去深圳过年的贺花艳觉得不在家过年很没意思。

（下转 A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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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岁单身女白领过年不回家谎称出差
38 岁的陈诺 (化名) 是南京一国企的中层，老家

连云港，因为“剩女”的境况，2014 年春节，她选择
不回家，偷偷独自在南京过年。陈诺说，30 岁那光景，
父母最急，整天唠叨。阿姨这边的亲戚总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或转弯抹角地刺探。“在老家的小县城，所有
人都感觉该对你的异类负有彻底改造的责任和权利！”

（据《新华日报》）

一上午要串 8 次亲 岳母家风俗受不了
陈浩记得春节时第一次开车去拜访岳父岳母。拜

访长辈并非陈浩想得那么简单，除了岳父、岳母，凡
是长辈都要去拜访。“当地有个习俗，拜访长辈必须要
在中午12 点前完成，那个赶啊。”陈浩说，那天上午，
他一共拜访了8位长辈。可刚回到家，桌上酒杯已斟满，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轰炸”，陈浩已经晕头转向。

( 据名城新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