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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饭，
闺密收了我的心和胃

“我今年 36 岁，丈夫阿龙

比我小11岁，而闺密婆婆比

我大 13 岁。”电话那头，罗天

华很甜蜜地聊起自己的现状，

而早在一年多前，她无论如何

都拒绝要嫁给闺密的儿子。

罗天华，是杨坤与刘欢的

化妆师，从 2012 年《中国好

声音》开始就与两位音乐导师

合作，因出色的化妆造型技法

在业界小有名气。前不久她去

参加节目《妈妈咪呀》时，大

家都以为这位新手妈妈是要上

台展示自己的化妆技术，没想

聊到育儿话题时，她却说起了

自己有点特别的婚姻经历。

“我从没想到会嫁给比自

己小11岁的丈夫，而且这都

还是我的闺密现在的婆婆给牵

的红线。”罗天华笑着说。

说起自己的闺密婆婆，罗

天华其实是有点小崇拜的。

“2015 年我和小红姐认识。当

时一位朋友说她有个好友特别

会做饭，不但味道好而且很有

营养，就邀我一起去她好友家

吃饭。”

“去了她家后，我真的被

她的厨艺折服了。”罗天华回

忆，当时小红姐做了羊肉、鱼

等特色菜，无论是从食材的选

择还是营养搭配，她都说得很

有道理，最重要是这些菜让罗

天华觉得吃出了幸福感。

在那之后，罗天华和这位

很会做饭的小红姐成了好友，

两人经常相约喝茶逛街，罗天

华举办的沙龙活动，小红姐也

都欣然参加。渐渐地，两人成

了无话不说的闺密。

让罗天华没有想到的是，

小红姐并不满足于就当她的闺

小时候，街坊邻居常常议论住在

街东头的大梅不是好女人。大梅好吃

懒做，丈夫在镇上打零工挣钱，她把

丈夫的钱攥在手里，全都花在自个儿

身上。我听了，心里对大梅生出一种厌

恶，感觉她没有女人的样子。女人从

来都是和善良、温婉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与我熟稔的先生，向我说起

他曾经的女友华，说华在与他同居时居

然还与其他男士牵扯不清，最后嫁给了

最有钱的一位暧昧者。华是我的朋友，

我毅然决然地将她拉入了黑名单。在

我心里，好女人从来都是自尊自爱的。

一次和朋友乐前去拜访我的一位

世伯吴先生，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是

结婚后再考上大学的。恢复高考后，

他们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被遴选

进城，这当儿，很多人都与自己的糠

糟之妻分道扬镳，只有吴先生仍带着

自己的“黄脸婆”一同进城享福。我

盛赞他高尚的情操，他却淡然地说：

“这谈不上什么情操，感情的事从来都

不是单方面的。”他向我说起了他的妻

子，在他出外求学时，是她照顾着他

的双亲，她性格柔和意志刚强，是少

有的好女人。接着我和乐谈论起了华，

乐说华其实是一个有抱负的好女人，

只是由于她的前男友猥琐、嘴碎最后

才不得不分手的。看来，女人内心的

丘壑从来不足为外人道，只要内心有

圭臬便成。外表柔和内心刚强的女人

让人肃然起敬。

一位老阿婆曾对我说，她这一辈

子囿于外界的看法，嫁给了一个自己不

爱的男人，男人从没给她安全感、温

暖感，但她却强迫自己跟他过了这一生。

听了她的话，我为她难过了很多天，朝

夕相处近六十年，从不曾有爱滋润内心，

这该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这种楚

痛写满了老阿婆那张脸。柔软的女人，

脸上都有花开一般的舒展和满足。

岂能尽于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太

在乎外人的目光难免让自己受罪。女人，

加强自己内心、能力的修炼，才能让

自己的外表变得更加柔软，才能让与

之相处的人感到舒适，才能和相爱的

人站在一起，共同走向梦想中的诗意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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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闺密的儿子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多人不敢想，但刘欢与杨坤的化妆师罗

天华就在闺密的撮合下，嫁给她的儿子成

为了闺密的儿媳妇。

“结婚之前这样的情况我想都不想敢，

但现在看着快半岁的儿子和帅气的丈夫，

我觉得挺幸福的。”3 月 10 日，罗天华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聊起了自己这段特别

的爱情经历。

刘欢杨坤化妆师的别样情感经历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陈寒冰   供图：受访者

闺密牵红线，让我成了她儿媳
密，而是在心里悄悄地谋划一场

“大事件”。

热情闺密，
把儿子介绍给我当男友

“我儿子在部队当兵，平时感

觉不太注意健康，最近他会回来

探亲，你有空和我一起说说他吧。

你们年龄相差不大，可能你说的

话比我有效。”2017 年 4月的一

天，小红姐和罗天华聊天时，突

然说起了对自家儿子的烦恼。

听到闺密想要自己劝说孩子，

罗天华当即就答应了。“当时就想

我是阿姨，和一个‘90 后’小朋

友怎么都好说话。”

第一次见小红姐的儿子阿龙

时，罗天华很热情地与他聊着健

康和生活，“因为他在部队对社

会了解少，我也就和他聊了很多

当下的时尚热点等。”罗天华只

觉得阿龙比较害羞，很少抬头看

她，但她觉得眼前帅气的小伙子

很阳光。

这次见面后没几天，罗天华

接到了小红姐的电话，“她说自己

在迪斯尼上班，单位发了3 张电

影票，所以邀约我和她儿子一起

去看电影。”罗天华特别选择了

《摔跤吧，爸爸》这部影片，“觉

得这种励志题材的电影特别适合

孩子。”

那部电影让罗天华很感动，

她几乎从头哭到尾，没想到旁边

的阿龙不但安慰她，还贴心地一

直递纸巾。罗天华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觉得“这个小朋友很细心”。

两次见面后，小红姐很认真

地找到了罗天华，直接就说：“我

儿子很喜欢你！”听到闺密这句

话，罗天华有点懵了。“我就是一

个普通女人，还有过一次婚史，

小红姐把儿子介绍给我，真是有

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罗天华当场就拒绝了小红姐

的好意，并表示按辈分她也是

阿龙的阿姨，这种玩笑千万开不

得。可是小红姐却一再找罗天华

劝说，并一直说儿子很喜欢她。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妈

宝男’，怎么总是让妈妈来说喜

欢别人呢？”为了躲避这段尴尬，

罗天华主动参加了几次相亲活

动。“小红姐是看我没有男友嘛，

我找到男朋友了，她就不好意思

来说服我了。”

小红姐看到罗天华的态度也

有些着急，没想阿龙却告诉妈妈：

“你不要再去烦天华姐了，喜欢

她我就会自己去追！”

嫁给他，
原来真是嫁给了爱情

阿龙叮嘱了母亲之后，也回

部队去了。但那之后，阿龙自己

开始在微信上找罗天华聊天。

“第一次聊天时，他就给我

发了一篇《吸血鬼之恋》的文章。

他说，人和吸血鬼都可以有爱情，

更何况他只是比我小十几岁。”罗

天华听到这样的开场白，着实感

到好笑，“他的话让我觉得有些

幼稚，甚至觉得就是小朋友之间

办家家聊爱情。”

但阿龙也挺执著，在部队里

一旦有休息时间，就会拿着手

机与罗天华聊天。很多时

候阿龙会介绍自己在部队

的生活。他对罗天华说：

“你要相信一名军人对

爱情的态度，我们绝对

是忠诚、坚持、不被

诱惑的人。所以你

不要认为自己比

我大，以后就没

有安全感，相反

在军营中锻炼

过 的 男 人，

会让你更有

安全感！”

阿龙的

话直戳了罗天

华的心窝，她

何曾不就是

担心这个比自

己小太多的男

人不可靠啊。

“我没房没车

没存款，因为

上一段婚姻的

影响还发福了，在阿龙面前我其

实并没信心。”罗天华有些伤感

地说，在 2007 年时，她曾经历

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对方当时没

工作都靠罗天华打拼养家。没想

到的是，婚后不久，当罗天华怀

孕兴奋地告诉丈夫时，他竟然说：

“那你怀孕不能工作不赚钱了，

谁养我呢？我们不如不要孩子。”

因为这句话，罗天华打掉了孩子，

也离开了那个男人。那一场婚姻

留给罗天华的只有伤心和伤身。

没想到阿龙知道这些后，更

是坚定地说：“我想过如果你执

意不肯和我在一起我就放弃。但

知道你以前的经历后我更要守护

你，因为我不忍心让你再受伤害。”

如此相处几个月后，罗天华终

于答应成为了阿龙的女友。当爱

情来敲门时，幸福真是挡也挡不

住。2018 年1月阿龙从部队回来

探亲时，罗天华也幸运地怀孕了。

“宝宝是去年10月底出生的，

阿龙正好在 9月底退伍回来了。”

罗天华说，她没想到“90 后”丈夫，

回来后就担起了奶爸的重任，

带孩子照顾妻子都是尽心尽

力。

初为人母后，本来婆

婆要来照顾罗天华，她却

没让曾经的闺密来了。“我

和她本来就是姐妹，更懂

得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需

要有很多自我的时间。所

以我鼓励她去做自己喜

欢的事，过自己的精彩

生活。”

有这样懂自己

和妈妈的媳妇，阿

龙也 觉 得 很 是 幸

福。他对罗天华说：

“我的目标就是，照

顾好你们，努力赚

钱，让我们这个来

之不易的小

家庭永远幸

福。”

罗天华与丈夫合影。

扫 一 扫，
看 嫁 给 闺
密 儿 子 的
爱情故事

罗天华与刘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