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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凌晨，迷迷糊糊感
觉老公起床了。我连眼
皮都没抬，就听见他轻
轻地关上卧室门。我就

知道他去看世界杯开幕式了。
世界杯的一个月对我来说，是

一次特别考验我耐心的一个月，但
我对自己说：这一回坚决不再为它
吵架了。

结婚12年，算上这一届，恰好
经过三届世界杯，我也从对世界杯
的无比反感、厌恶做到了基本接
纳。对我来说，这挺不容易的。第
一次和他为世界杯吵得几乎翻天，
恰逢在韩国举行的那一届，既是中
国队第一次出线，更是我们的蜜月
期。蜜月碰上世界杯，我又是一个
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人，可想而知，
我们的冲突有多激烈。我自以为
不是那么爱撒娇、要宠爱的女人，
不需要爱人时刻陪着我，而且我们
的蜜月基本也没休息，单位都忙，
又处于事业的爬坡阶段，我们也只
是象征性地调休了一星期，就都老
老实实回公司上班了。可是，毕竟
那是我的蜜月，人生又能有几次这
样的日子，我可以不度蜜月，可你
不能糟蹋它。对，就是糟蹋，无论
老公是跑出去跟哥们儿到酒吧看
球，还是约朋友来家一起守着电视
机看，我都特别愤怒，因为这在我
看来，太不把我们的蜜月当蜜月
了。

反正那一年的世界杯，2002
年，我们吵得天翻地覆。我回过至
少三次娘家，他玩过两次失踪，当
然是去酒吧，开始还都是为看球的
问题吵，后来已经不知为什么吵
了。我们还闹过离婚，那时年轻气
盛吧，他也应了。还没有过完蜜月
的两个人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
上，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后来，
朋友出面劝解，各自的家人也都分
别把我们训斥了一番，最终以他的
道歉、我的勉强原谅收场。等我们
消停下来，世界杯也结束了。

蜜月
□倾诉人：喜儿妈 女 37岁 采访人：记者 端子

转眼又是四年，又
是一届世界杯。婚后
踏踏实实的四年，我看
到了他对足球的喜

欢。2006年，我们的女儿该上幼儿
园了。在报哪个幼儿园以及能不
能顺利报名等问题上，我纠结得
很，四处打听，多方谋划，他却在欢
天喜地地迎接新一届的世界杯。
这一次的比赛是实实在在的玩时
差，德国跟中国时差9个小时，我的
生活比上一次更彻底地被打乱了。

平心而论，他是一个够格的父
亲，对女儿特别疼爱，带女儿玩的
时候非常有耐心。可是，当他聚精
会神地守在电视机前，第二天无精
打采地上班，回家倒头就睡，根本
无心听我说话，却又在凌晨精神抖
擞地一跃而起时，我无法不生气，
尤其他说：“不就是上个幼儿园吗，
也不是上学，有个地方玩儿就行
了。”我更生气，原有的好父亲形象
瞬间粉粉碎。他可以不关注我，但
不能不关心孩子。因为婆婆在，我
无法和他大张旗鼓地争吵，其实，
我婆婆也不喜欢他看世界杯，主要
是心疼儿子熬夜太辛苦。当然，婆
婆更不希望我和她儿子吵架。所
以，我以孩子入托的名义跟他吵
时，婆婆就会和他站在同一条战
线，说话都如出一辙：哎呀，幼儿园
不那么要紧。

婆婆、老公、
女 儿 、

我 ，

引起争端的还是世界杯。只是，我没有足够
的同盟，虽然婆婆有时也会叨叨两句：“一个
破足球比赛有啥看的，有那时间好好睡一
觉。”但她不希望我们吵架，我一表现对她儿
子的不满时，她就会不高兴。我们的争执就
像将熄未熄的火堆，虽不至熊熊，但余热难
消。反正，大家都过得不高兴。

世界杯就这样四年一次地挑战着我们
的婚姻，今年，它又来了。我也学聪明了，当
婚姻走过十年，很多事情你都会换个角度看
它。所以，这一次，我的态度是：随他去吧！
不就是四年一次吗？想想女人还一个月闹
一次情绪呢，我干吗为一个世界杯比赛跟老
公较劲呢？我和女儿在这一个月里可以干
的事儿很多，而且终于没人干涉我逛街了，
对，这是交换。这一个月里，我们互不干
涉。所以，我不再唠叨他，他也不再说我。
这一个月权当给彼此放个假，这样处理还不
错。

蜜月把离婚挂在嘴上，
只因为世界杯

好吧，
就当给你放一个月假

英格兰0：1负于意大利,这是我六点爬起来看
球的结果。这也是我本届世界杯看的第一场球。

老婆看我从楼下上来，只问了一句：“踢得好
吗？”“还行，不算精彩，老踢门柱，再说，意大利队
啊，不好踢。”这几乎是我和老婆关于这届世界杯
的第一次对话。为了不影响她休息，我自觉地下
楼，虽然是早上5点半起来，但对于习惯晚起的她
来说也是煎熬。她不阻止我看球已经很不错了。
我从来不指望她能陪我一起看球。但有趣的是，
她真的陪我看过世界杯。世界杯对我们来说，不
仅仅是足球。

她陪我看的世界杯是2002年，不仅仅是因为
中国队首次出线，更因为比赛地在韩国、日本，不
必凌晨起来。她只是好奇我为什么要看比赛，就
大发慈悲地陪我看比赛。是哪一场我都忘记了，
因为印象最深的只剩她的惊叹：“嗯，这个是谁？
帅！”说实话，有些球星的名字我叫不上，不过，她
最喜欢的是那些教练，虽然她也叫不上名字，但她
觉得这些人到中年的教练更有男人味儿。唉，女
人啊，眼里只有男人。

所以，你看，世界杯对我包括我老婆来说，重
要的不是足球，是与足球有关的其他东西。对她
来说，是帅哥，对于我来说呢，是对一个世界级大
聚会的最起码的关注。当全世界都为之沸腾时，
我怎么会不参与其中呢？每次的世界杯，我都是
这样的节奏：看开幕式、前几场有选择地看、16强
以后尽量多看。但今年，我连开幕式也错过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衰老的迹象？我记不清那些球星
的名字，当然比我老婆记得多，有时她跟别人聊起
世界杯时会说很多外行话，比如说错球星以及教
练的名字，我不会纠正她。有什么关系呢，世界杯
就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剂，本来就是给我们带来快
乐的，没必要那么认真。

我的一个哥们儿因为彻夜看比赛老跟媳妇吵
架。其实，他算不上球迷，就是喜欢较劲，好像老
婆越不让看他就越要疯狂看，好像如果不坚持自
己就会丧失男人的立场。我真觉得没必要。反过
来说，他媳妇也不聪明，既然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个
犟脾气，明明知道拉得越紧，他越来劲，还不如把
手里的绳子松一松，男人也得哄啊。我老婆会发
一些搞笑的世界杯图片给我，比如有人把英格兰
与意大利搞了个图片对比，比着装与集体照来说
明为什么英格兰会输。老婆把文图传到我的微信
上，我笑得很开心。

我们真的把世界杯当成生活很好的调剂了，
给生活加点料儿，挺好的。

我的世界杯
与足球无关
□倾诉人：梦斐 男 40岁
采访人：记者 端子（duanzi20040417@163.com）

世界杯不单纯是足球的
比赛，也是家庭智慧的比拼。处
理得好，增添情致，处理不好，鸡
飞狗跳。关于世界杯，你有什么
不得不说的故事，欢迎倾诉到

duanzi20040417@163.com
或私信@端子在倾

听。

端子絮语

碰上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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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服装专卖店 饭店 55695952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一驰租车66666673车新价优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高价购二手车 13592509995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出租招租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英协郑汴东建材一楼门面

3500平整体招租 18638682911
●北环路与园田路口西北角

270㎡门面招租 13603996057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

合作、办厂均可 13837176826
●旺铺 1650㎡四楼精装整租

1-3楼电器卖场 13015538860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40亩工业

标准厂房出租或联合开发

陈女士 18603845797
●高校窗口出租 13027518356
●火车站售票厅正对面2500平
方，一二三层适做宾馆超市

卖场餐饮 13663015188
●经七路南整院招租81670460
●经三路丰产路东位佳两层

商铺500平出租18103869326

写字间楼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房地产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 63556616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低价售门面房
农业路与南阳路临街 1、2层
700㎡1.5万元/㎡13598094171
东区整栋出租
商都路临高铁站 7万平方米

三栋楼，层高5.1米，适合金融、

商业、办公 15036001552

出租仓库厂院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

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

大道南200亩空地15713660700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马寨1千㎡厂房1561758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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