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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我承认她刚开始是对我有些认真，我们也谈到
结婚的事，她让我先买房子，可能在她心目中我是
个适合结婚的人，她想的是如果她的心上人实在过
不了父母那一关，再考虑我。但我不会接受她这
样，谁能忍受娶个老婆心里一直爱着别人。

我渐渐明白，她想要的是我可以爱她就要像父
母爱婴儿那样，无论婴儿怎么样无理，怎么样犯错，
父母依然会爱婴儿，不会离婴儿而去。因为她曾对
我说过，她曾认识一个人，对她很痴心，说只要她不
结婚，他就不娶妻，一直等她。可是，我却达不到那
样的境界。

我们最后一次争吵时，她对我说她的那些前男
友对她很好，其实比我还好，她的坏脾气都是男友
宠出来的。而我在她眼里只会一味索取，所以，我
应该学学她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吧。我反唇相讥，说
她既然这样优秀，彼此又那么相爱，为什么到最后
要分开呢？“你甩别人三次，说明你花心，被别人甩
三次，说明你自己有问题了。”我承认我这话挺狠
的，她听后也几乎要疯了，说：“咱们能留点美好回
忆吗？”而我只能说有爱就有痛，这痛必须是相互的
吧。

爱上白富美，只能当备胎
倾诉人：林汩 男 28岁
采访人：记者 端子（duanzi20040417@163.com）

我在一个普通单位，长相一般,收入不高，虽然已
经28岁了，但从没有谈过恋爱，是标准的穷屌丝。我
是在微信上认识的她。她在一家公司做会计，23岁，
长得漂亮，皮肤很白。第一次见面，我感觉我们不会
有开始，因为从外表看，她太优秀了。没想到后来我
们见几次面，竟然慢慢恋爱了。

刚认识那段时间，我感觉她性格还好。我曾对她
说：“你这样的白富美，应该找一个高富帅啊！”她说她
一个大学同学开宝马X5在她公司楼下追她，她都没
同意，她不物质，不看重钱，看重的是男人对她好，以
前她男友是个高富帅，但太花心了。听了这些，把我
这个没有恋爱经历的人感动得快要哭了，感觉她是上
天赐给我的，然后就想着天天和她约会、吃饭、逛街，
那段时间是为她傻掉了。

刚认识她时，她也和我说过，她的脾气有些不
好。交往一段时间后，我认识到她的脾气确实不是一
般的不好，有时一句话不对，她就不留一点情面，好像
火直接就能从脚底蹿到脑门上。有时讲好在某地见
面，我会为此偷偷从公司早退，火急火燎地赶过去和
她约会，她却说今天不想出来约会了。有一次，我们
正在散步，她说同学中只有她和另一位同学没结婚
了，我就问她是不是很挑啊，她说差不多吧，我又顺口
问了句：“她是不是也漂亮！”她当时火了，说我居然当
着她的面问漂不漂亮，看来男人花不花心和长相没有
关系，越是长得丑越花心，然后就赶我走，不去逛街。
还有一次，因为没有及时给她买她想要的衣服，她打
电话说以后钱包没钱不要和她逛街，然后直接挂了电
话。

我们刚认识时，我总感觉她心里有个喜欢的
人，可她总不承认。她和我接吻后，我也不再怀疑
了，毕竟我们的关系算是确立下来了。认识第三个
月，我出差两周，其间和她联系，电话不接，微信、短
信也都不回，后来推说自己忙。我问她是不是又和
高富帅认识了，她说我有毛病，老是怀疑她。

很快就是我的生日，约在晚上６点一起吃饭，
她７点十几分才到，送我一个钱包作为生日礼物，
我送她一个之前答应买给她的毛衣，饭后送她回
去。路上，我揽她一下腰，想抱一下她，她把我推开
了，我当时心很凉，但我没生她的气。但这之后，她
好像没时间来见我了。但她又说想让我送她一个
好一点的数码相机作新年礼物，价格大概为五六千
元。我想自己还有戏。

星期天，约她出来，她说她要和同学去商场，没
时间。晚上给她打电话，她在外面和男生唱歌，并
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空间。我果断地发个短信，
我们俩就此结束。她什么也没回。

僵持了几天，到元旦了，我承认我心里还有她，

又给她打电话，她问我平安夜、圣诞节怎么不和她
联系，怎么不跟她约会送礼物，还说为此哭了。第
二天因为是假期，我约她出来，她说她要和妈妈去
商店买家电，晚上再打她电话没人接，然后看见她
在空间发了个在KTV唱歌的照片。我发个短信质
问她：“我是备胎中的备胎吧？”

第二天，她说因为朋友过生日，要聚会。我说：
“你当我傻子啊，这次KTV是朋友过生日，上次是
因为同事升职，还有更好的理由吗？”她说我给你讲
一下我的故事吧：一年前，我认识一个男孩，就是我
前男友，我们脾气都很对，我们也都见过家长，但我
爸妈死活不同意，所以我们才分开了，但我心里一
直爱着对方。后来认识了你，你是对我很好，但爱
一个人是要无条件为对方付出的，我会关心他一辈
子，就算我们不见面，我也会给他寄礼物。

我感觉天都塌了。原来不是因为我的条件不
好，也不是她家人不同意，是因为她心里早有所
属。原来，我出差回来后，她和家人吵架，其实是因
为坚持和她前男友在一起。

我做不到那么无私

我只是备胎屌丝爱上白富美

美女的脾气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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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
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
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花园路 66 号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 121号（西大街与北
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7.开封市石桥口西约100米路南

25989993、25983131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15890108509
●香港海外公司037155038189
●全国商标注册4000017931

工商咨询

●低快10万-2亿13526626508
●低价注册增资15729360056
●低价注册增资15937198373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QS、工商快办13027740569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代理记账13253362163王
●10万-2亿注册增资86540079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低价注册●记账18638945265
●代办公司、记账55129520
●3-5000万低价注册86107188
●低快大额注册增资6636416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低价注册记账13526836804
●公司注册★代账55521233
●专办生产企业工商86560456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数据分析师认证65585558
●专办房产资质18638283722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公司注册记账13721433282
●注册医疗劳务15639766279
办公司15138923811
“资质■专办”
房建●装饰●环保 55812059
水利●防腐●门窗 55812060
机电●防水●通信 55812061
市政●园林●送变电 55812062
公路●幕墙●钢结构 55812063
矿山●照明●房地产 55812064
各类资质升级、增项 55812065
专业、快捷、高效、诚信

【资质★快办】
房建●门窗●照明53757012
市政●管道●防水53757013
公路●装饰●防腐53757014
水利●园林●环保53757015
矿山●通信●送变电53757016
快办各类二升一资质55827981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5827992
诚信第一、效率第一

“工商■资质”
大额注册3-5000万66334699
房地产、物业、电力66334799
省内各类建筑资质86107088
“专办■资质”
房建●装饰●管道87565689
市政●机电●公路87565690
房产●园林●劳务87565586
钢构●环保●防水87565585
多年专业诚信服务，不成退款！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房产●园林●物业66206288
房建●装饰●公路66282988
市政●矿山●环保66210688
机电●劳务●钢构55828213
防水●防腐●桩基55828353
诚信、专业、高效、速度！

“总承包专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水利/矿山/机电：66039877
装饰/防水/防腐：66039788
劳务/钢构/桩基：66285267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67
管道/环保/照明：66285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283276

资质办理成功率100%

“总承包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55613335
水利●通信●矿山55613336
机电●照明●钢构55613337
装修●防水●防腐55626663
环保●管道●门窗55626665
房地产●劳务●园林55919993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资质■专办】
房建◆公路◆矿山55616781
水利◆电力◆通信55657771
市政◆钢构◆环保55657772
机电◆照明◆防水55657773
门窗◆地基◆管道 55612258
房地产◆园林◆劳务55616859
资质升二级◆升一级55657770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17399
水利●机电●矿山63610399
钢构●照明●门窗63512839
防腐●防水●环保63512881
房地产●园林●物业63512977
土石方●地基●管道63697099
劳务分包●安全证 63698266
■工商快办■

大额公司注册86172660
大额公司增资86172662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公路55029350
钢构﹒房地产﹒装修55029351
门窗﹒照明﹒机电55029352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办公司88887668
办投资56718123
部厅●二升一

房建●公路●市政63830333
园林●钢构●装饰63838000
机电●通信●电力63863366
矿山●水利●环保63858899

13年真诚服务！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升级动态

考核，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 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增资验资60967818
资质低价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装修·物
业新办·增项·升级65593711
资质工商快办

大额公司注册增资55053903
房地产●房建●公路●市政

园林●钢构●装饰●机电物业

等省内建筑资质13253378388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0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6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13年真诚服务！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9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088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36、37、39、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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