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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乡亲的，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去年 12 月，他哥的店开起来了，
圣延节那天做活动，生意很好，
我们还去帮忙了。那天，虽然忙
得腿都细了，但我感觉到了家的
温暖。小章让我见他朋友和家人，
让我融入他的生活，这是我前男
友从来没有给过我的。

今年年初，前男友不知道怎
么找到了我的电话，打电话来，
苦苦求我复合，说再也找不到比
我更适合他的女人了。他要求见
一面，见就见呗，我要带小章一
起去，我不是还差 10 分吗？这次
就是好机会。

小章果然没让我失望。“我
有一公务员朋友，家里给买了‘霸

道’，可不敢开，只能开他爸的旧二手出去，现在真
这么严吗……你现是处级还是厅级？……科员？那也
没事，反正是铁饭碗嘛……我们年终奖按级别算的，
很少的，最少的那一级才两万，不能和你们比……听
小华说你们之前住的房子有一百多平，不错呀，在城
里一百多平算大的了……当然不能和农村比，农村每
家每户都有几亩田地呢，我爸妈两老每年都忙不过来
……不过好在现在政策好了，以后那些田地可以租让
买卖了，不种也能拿收益……”平时正经的小章，居
然这么能说会道！可是呢，他毕竟正直啊，说的时候
使劲捏我的手，想必是边说边埋怨我：为什么要我说
这种没品的话？

“我哪会那么想，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家真有几
亩地！”小章还嘴硬地反驳，也不看看我的手都被他
捏紫了。不过，紫得幸福！

受公务员男友“折磨”两年，
怒甩之

    我那前男友，典型的官迷，
大学里谈恋爱时，我们谈到未来
的计划，他次次都是四个字：考
公务员！我原本以为有这种思想的
男人，都是来自农村的，可我前男
友是正宗正品的城市人，他爸妈
是做生意的。那他这么严重的做
官思想来自哪里呢？

“我爸妈每次跟衙门打交道办
点事，哪怕是再小的人物，都要为
难他们，不送礼不给钱就一个‘拖’
字，所以我爸妈强烈要求我考公
务员。我自己也想考，考上了就是
吃皇粮的，不用看人脸色做事。”
前男友如是跟我解释。我说 ：“可公务员工资不高，工作
也没意思。”他又说 ：“工资是不高，但哪个公务员是靠
工资过活的？而且工作稳定，是铁饭碗。”我那时就当
他是上进有决心，我自己又没啥想法，他对我又好，许
诺考上了会怎样怎样，我就陪着他一起考。可他一击就中，
我却七次都没击中。

别问我为什么考了七次，我觉得内伤！
前男友自打考上了公务员，就开始在我面前拽得上了

天，总拿自己当爷看待，动不动就“我们今天又收到了
啥啥啥”。他确实给过我不少购物卡，不知哪来的。而
我那时的工作很不好，活多，钱少，老板还经常打扰。
于是，前男友几乎像追债一样地天天催我复习考公务员，
可他态度又拽，白天我累得牛一样了，晚上回来还得伺
候他这位爷，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晚上还得被他折腾。
我真佩服自己那两年居然都熬过来了！在他“考公务员”
的命令之下，在他的“颐指气使”打压之下，我居然都
没提分手，还坚持忍受他的打压听他的命令，考了七次
公务员！可见当时他是有多吃定我！

让我下定决心提分手的事件是去年元旦发生的事。
前男友要和同事出去跨年，我说我要去，可他居然甩出
一句极没人性的话 ：“你去干什么？我同事的女朋友都是
公务员，等你考上了我再带你见他们！”他出去后，我眼
泪哗哗就流出来了。我铁铮铮的女汉子，居然被他气哭了。
哭完了，我收拾东西，带着仅有的 800 元，去找了家旅馆，
孤孤单单地跨了年。

分手，必须的！
他挽留了，说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真的，不然我

早就分手了。”可是我知道，他的喜欢太现实了，不考上
公务员，我就见不得人。他有什么了不起，开的车住的
房都是他老爹老娘给的，一个公务员身份就让他如此目
中无人。这样的喜欢，去他的！我不要！

焉知非福 喜嫁农村男！
和前男友分手后，我靠借钱度过了潦倒的三个月。

辞掉工作，租间小房，换了号码；然后，静下心来，花
两个月时间认真找了一份自己愿意干的工作。因为受了
打击，工作中更有干劲，也因为受了打击，人一下子成熟
了很多，短短一个月，就融入到团队里面。

和前男友恋爱三年，只花三个月就重塑单身魅力，
我给自己打 90 分，还有 10 分，是我还没能在他面前扳
回一个胜局。我在想，我是要到年薪百万，开豪车住豪
宅才能赢回这 10 分吗？

本来我是打算好好干事业，先不谈恋爱，可是爱情
来了挡也挡不住。有天在公司食堂里，一女同事对我说，
技术部门的小章经常偷偷看我，我笑说，看就看呗，反
正不会掉块肉。可是我发现，这女同事不是开玩笑的，
那小章真的经常看我，我一看他他就马上低下头扒饭，
那样子，又生涩又有趣，我觉得好笑。后来没多久就是
七夕节，我收到小章送的花。我们在一起后，小章才跟
我说，那送花的主意都是别人给他出的，他在女孩子面
前是没这个胆的。

总之我就是捡了小章这一枚好男人。他看上去是那
种典型的老实农村男，但实际上很有主见，做事也很认
真，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还喜欢较真，一件事他非要让
我弄明白才会罢口。后来我说了他多次他才圆滑一点。
最让我欣赏的是，小章有说做就做的良好干动，比如他
说公司地处偏僻的科技园，商店少，买个啥吃个啥都不
方便，更别说约会了。他说他要他在老家的哥哥嫂嫂来
开个吃住加自助超市一体的综合旅店。我以为他说笑的，
结果第二个月他就拖着我去看门面，说农村人有一点好，
就是借钱容易，因为你的根在那里，不怕你不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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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教你识别假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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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亲爱的宝贝，
十多年后，你将会和爱情打

交道，想告诉你的是，刻骨铭心
固然重要，但认清对方是否真心，
才是基础。简单地说，爱就是两
情相 悦， 互 相 爱 慕， 互 相 关 怀。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现代的爱
情也披上了一些虚假的色彩，你应
该从小就学着认识，不要太相信
言情小说。

我只能告诉你三种典型的虚
假爱情。

第一，互相利用型。最具代
表性的莫过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
婚姻。他们应该说没有什么爱情
可说，其出发点就是为了互相利
用。你以后学历史必定会知道这
些。因为蒋介石字中正，他们的婚
姻当时还在报纸上以“中美联姻”
上了报纸的头条，既是说两个人的
婚姻，同时又是在说一个问题：中
美合作了。因为宋家所代表的就是
美国的力量关系。这两个人的结合
正是中国当权者与外国利益代言人
的相互结合。于是，蒋家靠美国
势力的支持牢牢控制了中国政治，
而宋家就牢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现在我们去追究这个婚姻的问题，
应该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爱情不
可以叫爱情。

第二，单方利用型。我有个
外省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大一时候
的一件事情。他们班的一个女生
为了入党，在一个学校学生会的实
权人物向她表白爱慕时，她虽然
一点都不爱他，但她却挥剑斩慧
丝，把和自己恋了两年的男友给吹
了，而投入这个实力派人物的怀抱。
后来呢？她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轻松入了党。再后来。她把实力派
人士也吹了，又回到了旧情人怀里！
我们不管她是怎么想的，但我们
可以说，她也是虚假的。

第三种，始乱终弃型。这种
就是做现代的陈世美。好多电影
和电视或者一些文学刊物上都有
写到的。某某人在家里或者在某
地结了婚，然后到了另外的地方发
展，又碰上了另外的吸引自己的人，
于是不顾道德的约束，开始婚外
恋什么的。有的甚至就做陈世美，
抛弃原来的爱人而移情别恋。给
社会带来一定的悲剧色彩。这些
人的爱情也是虚伪的。   

我们都知道，爱情是纯洁的，
爱情是真正的感情交流。但是在
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种种丑
象把爱情搞得虚假了。有首歌唱
得好“爱到痛了，爱就哭了”，我
们要是为了真正的爱情而哭倒也
罢了，但要是我们是为了别人欺骗
的爱情而伤感而哭泣，那是不是
很不值得呢？为了我们拥有纯真的
爱情，我们要对爱情进行打假！

希望你将来遇到的都是真爱，
哪怕经历一些小挫折都没关系！

爱你的妈咪
2014 年 3 月 13 日

文 / 蔡林

倾诉 / 周华  整理 / 刘艳
湖南 2014 年公务员考试报名已经开

始。曾几何时，社会各界给公务员的定性
印象就是“非常好找对象”，只要你是公
务员，相亲时往那儿一坐，气场就来了。
2014 年 1 月，国内某相亲网发布的《2013
年中国婚恋调查报告》还显示，女生最中
意的相亲对象，排第一的就是公务员。可
眨眼之间，2014 年还才开个春，就有不
少公务员男子向我们倾诉：为啥我们过得
这么苦逼，连女朋友都找不到？当初拼死
拼活地考进来，可不是为了做单身屌丝的
呀！甚至有公务员在网上发帖抱怨说，中
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们公务员找对
象的优势便随之消失了。难道，他们真的
认为找不着对象是因为中央“八项规定”
吗？看看今天倾诉人的故事，你就会知道，
公务员找对象，可不是仅仅凭着有个“公
务员”身份就会让女人刮目相看的。

给女儿的一封信——

●公务员吐槽（节选）：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一出来，网上就跟着

出来不少公务员吐槽的帖子，网友“钢的人”在天
涯上发帖称：“不是看到在外企的同事开了宝马，就
是看到创业的同学小屋换豪宅，就只有自己还在一
个闲职上蹉跎时光。现在还削减大把福利，年终奖
没了，过节费没了。过年时看着昔日比我差的同学拿
着大把钞票带全家人出国游，而我只能宅在家哪儿
也不去，还不敢发微博，因为没有什么可发的。”跟
帖着一大批“同楼主悲惨遭遇的”，有的说对不起女
儿，不能给她好的成长条件；有的说对不起父母，
读了那么多年书只能拿着中学毕业生的工资；有的
说对不起自己，现在真成了没有姑娘问津的屌丝了。

●网络段子：
@ 飞飞鱼：以前的公务员是一杯茶，一支烟，

网络上面逛半天，回家还能收到钱；而现在的公务
员是：不喝茶，不接烟，好的衣服不敢穿，就怕上
面把人传。

@ 老妖：找不到老婆还能怪政府啊？你公务员
吐苦水，我还喷饭呢！

@ 机电大侠：二十多岁就想像六十岁一样稳定，
想拿高薪泡美妞住洋房，但又不想努力，呵，你们
不会以为政府是傻子光做慈善救济的吧！干多少钱
给多少钱，你们的工资对得起你们的付出。

@ 弃起气：欧美许多国家，一些公务员职位专
门留给那些有残疾和部分丧失劳动力的人，因为健
全的人干这事太浪费。别怪自己挣得少，因为你们
的身体和大脑用得少。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