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徐海风
我女友晓雯是个一等一的大美女，我尽其所能对她

好，因为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找那么一漂亮的女朋友，真
是三生有幸。可是交往时间久了，我发现每一件我们谈
论的事情，晓雯身边都有“我朋友”、“我闺蜜”、“我同事”、

“我亲戚”这样的例子。
有次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整容女的消息，然后对我说：

“我有个朋友整过容，做了双眼皮、垫鼻子，开眼角，还打
算隆胸、垫臀。”我笑笑：“自然美最好。”晓雯争辩道：“女
孩子都爱美啊！”见她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我忙安慰她：“微
整形可以，像隆胸、垫臀这种大型的整容手术还是算了吧。”

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人流的广告，晓雯说 ：“我有个朋
友也做过人流，当时她很害怕，做完了也就没事了，照样
活蹦乱跳，现在男友压根不知道，还很爱她。”我就说：“还
是应该跟男朋友坦白，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她点头说是。

有次我们正在吃饭，晓雯突然对我说 ：“我表妹有一
个不如她漂亮的同学和一‘高富帅’谈恋爱，她很嫉妒，
跟我说要去把‘高富帅’抢过来，问我怎么办。”我不知
道晓雯和我说这些有何用意，说 ：“那还是不要抢吧，多
不好！”晓雯笑了笑：“可那同学真的不如我表妹漂亮。唉，
人各有命啊！”

类似于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似乎晓雯身边总有各
种各样的故事。可前不久我明白了一切。有天晓雯打来电
话叫我送钱去医院，我吓得不轻。到医院一看，她鼻子
歪得更吓人。原来，她整过容，这次是把鼻子里的硅胶
撞歪了……

那么她之前说她有个朋友整容的事，就是她？我一下
子全明白了，什么人流，抢人男友，都是说的她自己，她
只是借别人的名义来看我是什么态度。我是个传统的男
人，就算她现在再漂亮，我也受不了她整容和人流，还
想着去抢人男朋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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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口头禅毁了的爱情
■单身启示录很潮的口头禅是年轻的象征，谁用谁

年轻。女人用口头禅更是不在话下，因为
每个女人都追求年轻，都想自己永远年
轻。“讨厌”、“人家不知道啦”、“随便”
……这是常常从“软妹子”口中听到的；

“你妹啊”“我靠”“姐不爽”“去你丫的”
……这是常常从“女汉子”口中听到的。
对女人而言，口头禅就像化妆品一样，用
上了就很难戒掉。可是，化妆品能让你容
光焕发，成为男人追逐的方向，但口头禅
却没有此等功效。如果用得不谨慎，你信
不信口头禅还能毁了你的爱情？

“我有个朋友”……  A

B

C

D

“尼玛”、“你妹”、“随便”、“你猜”……

“爱戴面具”型

文 / 龚天梅
上个月男友妈妈打电话叫我们回去

吃饭（我和男友在外租房住）。吃完饭，
一家人还有几个长辈亲戚坐在沙发上吃
着水果看新闻。那则新闻说的是一个女
生手机丢了，然后收到陌生男的求爱信
息。我看完后说了一句：“这男的这么‘逗
逼’，追人的行为又这么‘屌丝’，追得
到才怪。”我说完后就感觉到气氛不对，
未来婆婆的广场舞伴听了这么一句就马
上盯着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我当时
非常尴尬，我把目光投去男友，他瞪了
我一眼，那眼神几乎能杀人。

    回到出租屋，我质问男友 ：“你刚
刚瞪我是什么意思？”男友回 ：“是什么
意思你自己知道，还要问？没见过女孩
子像你这样，整天‘屌丝逗逼我靠我操’
的，到底进过学堂没有？”对，男友交
待过几次要我改了这些毛病，但是我觉

得用得很顺口啊！难道“屌丝”不比“又
穷又丑又小气的男人”好听？难道非得
让我说粗话而不说“逗逼”？我已经是
用很文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情绪了好吧。
男友是小学语文老师，有时候他的一些
同事朋友来家里吃饭，我也左一句“你
妹”，右一句“搞基”毫不避讳地说出来，
男友多次提出要我改。可要改得了那能
叫口头禅吗？刚认识的时候，他不是觉
得我是很特别很活跃的女孩子吗，可是
现在却接受不了？

三天后再回家，男友人不见了，只
留了一张字条 ：“你没有哪一天不提醒我

‘屌丝’这两个字的，我想我们了解得还
不够深。分手吧！”“尼玛”，不知道上
了多少次床现在才说了解得不够深？这个

“逗逼”臭男人，当初不是说我那样爽
朗的性格很好吗，带给他无限阳光，现
在就受不了啦？

“尼玛”、“你妹啊” ……
“网络粗痞”型

文 / 紫希
男友走到路上，被“天上”掉下来

的一盆花给砸个正着，我去医院看他的
时候，他的脑袋捂着白纱布，样子甚惨。
我关心地问他怎么了，他甩我一句 ：“你
不是叫我去死吗？死了你不更开心。”然
后面向另一边不再理我。这种冷战一直
持续到他出院，他依然不来哄我。这不
像他以前的作风。

我主动找他，他说 ：“你不是叫我
滚吗？我已经滚很远了，回不来了！”“这
是要分手的节奏吗？”我问。男友说：“关
你什么事？”我说 ：“怎么不关我的事？
我是你女朋友？”男友说 ：“现在你知
道你是我朋友了？上面那样的对话，你
之前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次，次次都伤
我自尊！我现在要带着我仅剩的自尊离
开。”

他果然是要分手了！
以前他得罪我了，他哄我不要生气

时，我会说 ：“滚远点！”他就会默默坐
在一边，然后过一会儿再哄我。以前我
在路上向前冲，他追上来拉我，问我怎
么样才回家，我说 ：“你去死吧！你死了
我就回去！”以前我和闺蜜出去玩，他

不放心总会问我有哪些人去干什么，我
会说 ：“关你什么事！”

有些口头禅，我只在爱情里用，因
为知道他不会真的滚，不会真的去死，
不会真的不关他的事。换作其他人，哪
怕是我再讨厌再恨的人，我也不敢那样
说。我只是仗着他在乎我才敢在口头上
那样放肆。如果说伤了他的自尊，只要
能让他再回来，我可以让他对我说这样
的话一百次。

“滚”、“去死吧”……
“伤自尊”型

文 / 会乔
我的宅男表弟终于找了一个女朋友，

举家欢庆，在他 25 岁这年，终于可以
结束处男生涯了。以前，他别说碰女孩
子，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呢！姑姑成天
跟我汇报表弟谈恋爱的进展，今天出去
约会了，今天只打了电话，今天要去看
电影……姑姑这样汇报一个月后，突然
来电说 ：“你表弟跟那女孩子分手了，这
可怎么办啊？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有儿媳
妇啊！你快来帮我问问他。”

我带着使命感去找表 弟。其实表
弟人不差，个高肤白的正太，还是 个
纯纯的 IT 男，老实又踏实，谁嫁他谁
幸 福。 那女孩子 凭 嘛 甩了他？可表 弟
淡定回我一句 ：“是我要分手的！”我

大 跌 眼 镜 ：大 表 弟 啊， 你 都 25 岁高
龄了才 初恋，咋 就 不好好珍 惜？表 弟
说 ：“那女孩子太怪了，不管干什么都
说‘随便’或‘不知道’，等 我一 选 好
了，她又颇多意见，说我选的这不好
那不好。还有，聊天时 我问她你在干
嘛，她说‘你猜’，我从天猜到地她都
说不对，最后回答我说‘什么也没干’，
你说汗颜不汗颜？跟这样的女孩相处，
智商没有 200 根本会憋出内伤。我还
想多活几年的！”

我说现在的男孩女孩都怎么了？女
孩子能别扭捏么？要干嘛直说，随便随
便，你是不是想别人对你随便？男孩也
是，就不能多花点心思去猜猜女孩的心
思？怪不得你们都单着。

“不知道啊”、“随便”、“你猜”……
“憋出内伤”型

我 的“ 男闺蜜” 是
别人的老公
文 / 赵慧恒

“男女间有没有纯友情”这
个命题一直在被争论，我也没认
真地想过，直到有天，我的“男
闺蜜”成了别人的老公，突然我
被推到了这个问题前，才惊出一
身冷汗。

林子是我的“男闺蜜”。我们
从初中开始当同学，到了高中仍
然同班。说巧不巧，刚好坐了前
后座，上下课间一交头接耳，发
觉这个人——真的很对味啊。那
个年纪，我的偶像是个酷酷的男
星，一不小心，性格和打扮就朝
着男星看齐了，举止间全是男人
婆的味道。而林子虽然已经长出
纯爷们的外表，性格却温糯得很，
凡事不论吃亏与否都不与人争，
颇有点世外高人的感觉。或许是
互补，这两种性格当着闺蜜竟十
分不错：林子大太阳一样笑言几
句，总能让人觉得事情简单不必
激动；而在林子淡定的被吃亏的
时候，我就冲出来当了捍卫者的
角色。

大学我们刚巧又同在长沙，
老熟人们都在异乡，我和林子更
铁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时我
已经慢慢变得像个女性。自从林
子找了女朋友，我们俩，不，我
们仨，就开始不尴不尬。可真正
让我尴尬的，让我相信男女间没
有纯友情的，是林子的老婆A！

A真是个能折腾的女人。我
以人格起誓，这句话绝对客观真
实有效。

他俩刚谈上的时候，A开始
打探林子的过往情史。不知道哪
个天杀的把我扯了进去，从此拉
开了我和A 边打边相识的序幕。
知道我这么个“青梅竹马”之后，
A想尽办法寻找蛛丝马迹：反反
复复用林子的QQ套口风，没事发
个“想你了”；偶尔拿林子的手机
发个短信“生病了，你来照顾我”。
当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望林子，
马上会面临A酸溜溜的指责。直
到我和A相识6 年，他俩从恋人
变成夫妻，这种事还在不断上演。
林子却始终温糯地笑眯眯，该怎
样就怎样。果然世外高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最近，我
和林子一起接待了一位老同学，A
也作陪。饭余，老同学偷偷对我
说，你和林子老婆现在关系这么
好了？以前我们都觉得你和林子
会疏远，还担心过你和他老婆打
架。

我再次惊出一身冷汗。关系
好，这是我和A吗？细想一下，
近两年A对我的酸溜溜早已像朋
友间的玩笑了。林子果然最有远
见——无论是“男闺蜜”有老婆，
还是老公有“青梅竹马”，在时间
面前，都不是事。

其实，我一直想跟A说，老
娘要和林子咋样，十几年前就做
了好吗。男女之间有没有单纯的
友情咱不知道，但我从没把林子
当成过男人好不好。

想必林子，也一直未把我当
过女人。如此，天下太平，闺蜜
万岁。

饮食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