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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故事》

区小佳：坐错了桌
在长沙某韩国银行工作的区小

佳，去年这时相亲，今年正月初八
结婚。但她老公范明，是她误打误
撞抓来的！

第一次相亲，区小佳按照约好
的时间到了咖啡馆 4 号桌，坐下后发
现对面的男人还不错，一个人在那
看书。她问他为什么在这里看书，男
人答曰“这里安静，家里爸妈唠叨。”
区小佳马上噼里啪啦一大段“就是啊，
我也嫌我爸妈唠叨，整天说女人不
结婚咋地咋地”。然后，区小佳又问
男人喜欢看什么书，男孩说喜欢传记
类的，这也是区小佳喜欢看的书……

晚上回家，爸妈问相亲怎么样，
区小佳点头说 ：“挺好的！”然后爸
妈向介绍人传达信息，介绍人却说：

“怎么搞的，你们女儿都没有出现？”
区小佳糊涂了，明明我们聊了很久
啊！

后来搞清楚了，区小佳要相亲的
男人在 14 号桌，信息上少写了个“1”！

于是就再约。可区小佳不干了，她就对
那个“4 号男”有好感。第二天，“4 号男”
果然打来电话了，说他叫范明，还问区小佳，
昨天是咋回事？区小佳三言两语解释完，
然后说 ：“你来我家里一趟。”范明也就乖
乖地来接受审问。最后，区小佳父母说：“这
男人我不同意，他还有个弟弟，工资也不高，
不如介绍的那个一半好。”区小佳表面同
意父母的看法，背地里却和范明约会。

范明对于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掉下
个区妹妹，首先是不知所措，然后是努力
跟随，最后才打动岳父岳母。而那次被安
排和区小佳相亲的男人，据说目前依然在
相亲中……

仇欣：记错了号
仇欣十分排斥相亲，就算相，也要相

得含蓄点，便叫介绍人先给个 QQ 号，在
网上先聊一下。

拿到 QQ 号一周后，仇欣才加了那个
男人。从网名到头相到签名，仇欣觉得那
男人应该是挺正常的，便和他聊了聊。以
前仇欣认识新男人，总会听到一句“护士
好啊，会照顾人，以后家里老人不用愁”。

“上错花轿嫁对郎”现实版——

相错亲，嫁对人
看着别人的故事有趣又圆满，到底这种“上错

花轿嫁对郎”的事，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遇
上了，怎样才会有好结果呢？

金苑：湖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著有《读
懂男人心，乐享好婚姻》

有“上轿”的心是第一位
这种事不说你要多努力去争取，但至少要有一

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心态。如果你本身就
对婚姻不抱希望，也没有心去找对象，认为天下没
一个好男人，那一百个花轿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会
上任何一个。不上轿，不管错上对上，你就失去了“嫁
郎”的机会。

“首印效应”胜过缘分
相亲时，“首印效应”作用很大。如果你第一

眼看中的人不是给你安排的人，那你就不要纠结
和这人有没有缘，相信你自己的眼缘，跟着心走就
没错。介绍人再了解你，也不如你自己了解自己。

婚后要忽视父母的“你要是当初听我的……”
相错了人却结了婚，那你得小心以后你只要夫

妻出了问题，父母就会说：“当初是你自己选的他啦，
要是你听了我们的，就不会……”这话要直接忽视。
因为任何夫妻，不管是怎么认识的，都会有各种各
样的问题，结婚的人不同，婚姻的问题可是一样的。

婚后不要再有“上错轿”的心态
任何人结婚，都要有心理准备，不管跟张三

还是李四。所以跟“上错轿”的男人结婚的女人，
不要一直抱有“上错轿”的心态，而要回归正常妻
子的位置。结婚的男人会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一个大
的任务，接下来就会完成另外的任务，会把更多精
力投入到事业中。此时女人心理会有落差，你可以
直接和男人说，但千万不要认为是真的“上错轿”
异致嫁错了人。

如果有一天我们轻轻地走了，
正如我们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会给世界留
下什么？对于伟人来说是给世上留
下了丰功伟绩，博得千古留名。然
而，对于绝大多数平凡老百姓来说，
我们留下的则是爱和希望！爱和希
望通过我们的血源关系留在人间，
代代相传。做为主治不孕不育的
湘西莫氏姐妹，让不孕不育患者
喜得贵子、贵女，让他们的血脉得
以延续，是她们最大的幸福。

乔迁新址，患者辗转寻来
做为莫氏姐妹的妹妹，长沙市

天心区金玉妇科门诊部莫淑玉医
师，2014 年 1 月开始了新的征程，
迁往理工大学西行 200 米书院南
路 423 号乾城大厦写字楼 B 座 738
号，在新的环境中，她依然致力于
为不孕不育患者圆父母梦，再次书
写新的生命传奇。

来自长沙自来水公司的黄女士
今 年 39 岁了，她曾因患有“双输
卵管阻塞、多囊卵巢综合症”，结
婚多年一直没怀孕。2005 年，黄
女士慕名找到莫淑玉医师，当时
莫医生给她开了两个月的药，，谁
知黄女士第二个月的药还没吃完就
怀 孕了， 并于 2006 年 1 月 2 日生
下一个白胖小子。2014 年 1 月，因
为莫医生的门诊部乔迁新址，黄
女士是 通过莫医生的手机号码：
13739065597，才辗转找到莫淑玉
门诊部的新地址，为的是将又一名
不孕患者介绍前来就诊。不过，这
次黄女士也带着疑惑，她问莫医生，
自己原来因“双侧输卵管阻塞，多

囊卵巢综合症”，经她治疗产子后，
但为何产后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没
完全好，有时表现月经不正常、月
经稀发或稀少，甚或闭经或不规则
的阴道流血、多毛、肥胖。

有着多年医疗实践经验的莫医
生告诉她 ：“卵巢功能好转或治愈
后仍要防止复发，治愈后患者完全
停药或怀孕生产后均可能复发，因
此，愈后或产后仍要巩固调理治疗。”

黄女士激动地对记者 说，她
是表姐文女士介绍过来的。文女士
当年患有“双侧输卵管阻塞”，经
莫医生治疗服药后，才服完一个多
月药就怀孕后生了一个儿子。“我当
时对表姐的介绍半信半疑，因为我
曾去过全国各大知名医院进行过
专业治疗，但基本每次都是失望而
归，对怀孕的事，我早就心灰意冷
了。”听了表姐的介绍后，黄女士先
在网上买了一本著名作家叶辛写的
关于莫氏姐妹治疗不孕不育事迹的
书《湘西奇女莫淑珍》，把书连看两
遍后，才去找莫医生治疗，谁知第
二个月的药都没有服完就怀上了。

民族医药
治疗习惯性流产化繁为简

黄女士的一位同事因“习惯性
流产”自然流产多次，其丈夫传宗
接代思想严重，常逼其离婚。 “我
看到她实在可怜，就偷偷告诉她，
我曾在莫淑玉医师处治疗后喜怀
贵子的事情，并要她也去试试看。”
结果，黄女士的同事在莫医生的
治疗下，很快就怀孕并顺利产下一
个女婴。

这位女同事产后一直很纳闷，

为何她的习惯性流产，一次次去医
院治疗，有一次还在医院查出封闭
抗体阴性，取丈夫的外周血，用淋
巴细胞分离法分离出淋巴细胞皮下
注射，治疗了几个月。多年用尽所
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怎么莫
医生轻轻松松就能解决？

莫医生告诉记者，其实，大部
分习惯性流产的患者都有人流史，
人流后所致子宫内膜炎症、慢性生
殖器炎，有的甚至引起宫腔粘连。
胎儿的宫内发育，主要靠母体气血
的供养，子宫内膜受损炎症、粘连、
内膜厚薄，都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受
阻、着床不牢、胎原不固、易从宫
腔剥离而排出。

西医认为流产的原因很复杂。
而莫大夫在应用民族医药治疗习惯
性流产，则认为重在孕前先调，消
除习惯性流产的一切不利因素。除
先天遗传因素不能用药物调理，她
认为孕前消炎修复子宫内膜促进卵
泡发育，创造良好的孕育条件，孕
后尽早固胎安胎补气养血，且孕期
不能长期使用，胚胎发育正常即止。

莫大夫在治疗习惯性流产方
面，针对男性方面也非常重视，染
色体异常、精液不正常，如精子数
量不足、活力差、畸形精子多或精
菌群等，均可使孕卵不健而流产。
前列腺炎症也可导致白细胞增多容
易杀死精子，同时易导致精子畸形
率高，影响孕卵质量导致流产。所
以，孕前对男方因素也要先行治疗
正常后再怀孕。

民族医药对男性方面的问题
效果奇好。而孕卵着床后的安胎固
胎促进胎儿的发育优于西药，所以
很多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在很多次

失败后来找莫
医生，在做试
管 婴 儿 之 前，
先 调 理 子 宫
内膜三到四个
月，胚胎移植
后进行保胎治
疗，成功率大
大提高。

好孕福气逐个传递
渐渐的，莫淑玉的名气因为黄

女士的宣传在长沙市自来水厂传播
开来。黄女士同事的妹妹因“继发
性不育”，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一
直没怀上孩子。去年，黄女士带她
到莫医生这里求医。治疗时，莫淑
玉医师叮嘱她边服药边避孕，两个
月以后再怀孕，但她没遵医嘱，服
药期间没有避孕。结果服药一个月
就怀孕了，但因为当时输卵管的问
题还没完全治好，因此造成了宫外
孕，她只好到省妇幼保健院进行了
腹腔镜手术，切除了一侧输卵管。
手术后，她继续在莫淑玉医师处治
疗，没过多久就怀孕了，后产下一
名健康的女婴。

这次，黄女士又带着朋友到莫
医生这求医来了，她相信，莫医生
的妙手，很快就会让朋友圆了多年
的母亲梦。“福气是靠传递的，我
希望大家都能把福气传给身边的
人。”黄女士说。

走向世界的路有多远
今年春节。莫淑玉医生回到湘

西老家，与在北京民族医院不孕症
专科主任莫淑珍姐姐（莫淑珍：北

京民族医院不孕症专科主任医师，
在北京应用民族医药大现身手，闻
名海内外，诊治世界二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不孕患者，妙手回春，珍玉宝
宝撒向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医师
同行前来北京民族医院不孕症专科，
向莫淑珍医师学习民族医药）交流
用民族医药治疗不孕不育的经验。

在西医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些
大山里的草、树根以其独特的疗
效姿态璀璨世界医疗界。它将复杂
的医学难题轻松简单化，又有谁能
说长在深山无人问？

2006 年 6 月，英国一 位华侨
老板回国到中医学院聘请教授以人
才引进去英国，曾想尽办法劝说只
有医师执照的莫淑玉一同前往。因
为在英国，一个单纯的输卵管炎症、
阻塞、积水，除了手术，就没其他
的办法。但手术的效果不尽人意，
手术后两个月，很多人的输卵管就
重新阻塞积水，很多宫外孕史的
病人后来没再怀过孕。而用民族医
药诊治不孕症、习惯性流产，以及
妇科疾病，在英国一定市场很大。
但据莫淑玉了解，英国对用中药或
民资医药没有法律保护，所以她，
就是有一个梦想，想将民族医药推
向世界。

民族医药走向世界还有多远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刘艳
在一大拨人苦苦相亲，寻觅那个“对的人”的同时，有一小撮人却能像著名小说《上

错花轿嫁对郎》一样，哪怕相亲相错了对象，但已上“贼船”，便拿出船票，安安心心
坐船好了。有人会说这撮人是上天的安排，是缘分使然，自己没相成功是因为缘分还没
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有些人不管跟谁相亲，都容易成功。而更多的人，是和谁相亲
都不会成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相错亲，嫁对人”的故事，看看他们是怎么将错就错
错来好日子的。

可这个男人知道她的职业后，说 ：“你们
应该挺辛苦的吧，我妈有次住院，我看
那些护士大半夜值班，个个都打哈欠。”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就让仇欣有些感动。

聊了两周后，介绍人就问她发展得怎
么样了。仇欣就主动约了那男人见面。虽然“见
光死”的事在相亲男女中时常发生，但仇
欣的这次见面，还不错，虽然那个男人微胖，
但她喜欢他的稳重。这个男人就成了仇欣的
老公，林广。

直到仇欣见林广家人时，介绍人和林
广家人才搞明白，原来本该介绍给林广哥
哥的仇欣，阴差阳错介绍给了林广。林妈
妈说：“他们两兄弟的号码我都写在一个本
子上的，我老眼昏花，怕是给错了号码吧 ?
之前我们还以为女孩子不愿意加老大呢！”

虽然林家父母希望老大先解决终身大
事，可也十分赞成仇欣和林广结婚。因此，
林广对于大哥一直过意不去，仇欣多少也
有点歉意。但结婚那天，老大对客人宣称：

“我弟妹是个好女人啊，干护士这一行的，
以后你们有什么病痛，直接找她，她很会
照顾人。”此时仇欣庆幸：幸亏当初给错
了号码。

区小佳 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