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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朱槿的故事!我
想起了一首小诗"# 爱君
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
酒家$ 嫁得人间才子妇!

不辞清瘦似梅花$ %

这是晚清著名三才
子之一张船山的夫人林
佩环! 在张船山为其作
的肖像画上戏题的一首
诗$ 张船山夫妇生活清
苦! 但林佩环因为深爱
夫君! 知道夫君的价值
所在! 哪怕穷到要拔自
己的钗环作为夫君的杖
头之资& 哪怕自己人比
梅花瘦! 也一样甘之如
饴!充满自豪和快乐$

在爱尔兰!实行自
行约定的期限婚姻制!

婚姻期限从
"

年到
"$$

年 !届满 !婚姻关系即
终止$ 婚期为

"

年!登记
费需要

%$$$

英镑!结婚
证书厚如百科全书!详
载权利义务'婚期为

"$$

年 ! 登记费仅要
$&'

英
镑!结婚证书只是一张
祝福纸条$

爱情和婚姻也许
并不需要那么多外在
的条件!相互理解和体
谅!才是两个人能携手
走完一生的最大动力$

既然爱不知不觉!和良子在一起两年了$

经历过囊中羞涩的清苦和创业失败的艰难之
后!如今!我们生活得平淡而温暖!他一直没有放弃
过让我过上好日子的努力$也许乐观积极的心态确实能带来好的运气!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 而我知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会更坚定地陪他走下去$

有什么爱情故事想要
跟大家一起分享吗( 可以
发邮件到记者邮箱给我们
讲述你的情感经历!也可
以打电话倾诉$ 同时!我
们也会帮你约请有关专
家!解答关于婚恋&家庭方
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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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良子像什么都没发生
一样去上班了$ 那天他下班很早!

还给我带回了一束百合$ 而我!也
早已把家里重新打扫!做好了他最
喜欢吃的红烧肉$ 默契重新回到我
们之间! 他尽量像以前一样照顾
我!而我!也努力扮演着一个称职
的# 后勤部长%角色!好让他能心无
旁骛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尽管我们都很努力!但因为金
融危机的影响!良子的公司始终没
能有太大的起色$ 半年之后!他不
得不忍痛关掉了公司!再次开始了

# 打工%生涯$

很多朋友都说我傻! 居然能容
忍良子拿着我们共同的积蓄如此# 浪
费%$我知道!良子自己心里也有这样
的想法! 他重新开始上班后非常拼
命!颇有# 赎罪%的意味$ 我不但丝毫
没有责怪良子!反而更坚定了跟着他
一路走下去的决心$ 因为!这些都证
明了他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这正是
良子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如今我们生活得平淡而又温
暖!而且靠着自己的努力!贷款买
下了一套高档楼盘两室两厅的房
子!算在这个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
家$ 曾经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地变
成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
相互理解和体谅!这才是两个人能
携手走完一生的最大动力$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市场营销 ! 这种专
业!实践经验比书本理论重要得多$ 因此!大
三一结束!我就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公司开始
实习$

同批到郑州的还有四五个同学$ 远离学
校和家人!在陌生的城市开始生活之后!同学
之间就变得格外亲切$ 虽然大家分散在城市
的各个角落!但每到周末或其他空余时间!还
是会经常聚在一起吃饭! 交换一下各自的工
作心得!互相鼓励坚持下去$

良子是我们中的# 老大%!所以!这样的聚
会往往在他租住的小屋中进行$那时!一番高
谈阔论后! 吃上一顿良子捣鼓出来的大烩菜
再四散离去!成了实习期间最快乐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先后在这个城市
稳定了下来$ 工作一忙!聚会的人越来越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样的聚会只剩下了
我跟良子两个人$在公司受了气!我会找他倾
诉'遇到好玩的事!也会马上打电话告诉他'

换房子&搬家具这种体力活!更是非他
莫属$ 而良子!总是乐呵呵地任我# 差
遣%!随叫随到$ 我是个大大咧咧的女
孩!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个星期五! 原本跟良子约好一
起吃晚饭!却临时被经理带出去参加业务
谈判!只得发短信告诉良子# 见客户了!原
计划取消%$等到忙完!已经是晚上

""

点了$

我打车回家! 在租住的小区门口下车时!

突然感觉路灯下那个蹲着的人影很熟悉$ 仔细
一看!竟然是良子$

看到我走近!良子赶紧站了起来$ 我问他怎
么大半夜跑来蹲在我家门口!他呵呵地笑着说"

# 你说去见客户!我怕你喝酒!晚上回来不安全!

所以来看看$ %问他等了多久!他还是呵呵地笑!

说# 也没多久!两个多小时吧%$# 你神经啊))%

看着他身边散落一地的烟头! 我好像突然意识
到了点什么! 剩下半句骂他的话怎么也说不出
口了$ 心里!却有了一种异样的温暖$

也许是独自生活在陌生的城市需要关爱'

也许是他的任劳任怨让我有一种被宠爱的满足
感'也许是不经意间早已暗生情愫'也许))反
正!爱情就这样突如其来地降临了$

两个人的日子!不是# 琐碎%一词就可以概
括的$ 我不喜欢做家务!良子就包揽了洗衣&做
饭&打扫等一切家务活!连熨衣服&缝扣子这样
的活!他也做得有模有样!还经常得意地显摆"

# 看!老公多能干$ %有时候我下班早了!一时兴
起要给他做顿饭!良子也只让我熬粥!菜一定要
等他回来炒$# 不能让油烟熏着你$ %他说$

因为刚开始工作! 我们的收入很不稳定!

必须要精打细算才行$ 我天生缺乏数学细胞!

复杂的账目更是搞得我一头雾水! 所以这些事
情都交给良子去打理$每个月发完工资!他都要
精打细算一番! 多少钱供下月花销! 多少钱储
蓄$而且!良子总忘不了留出钱来!做我的# 置衣
费%$# 女孩嘛!总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我也有面
子呀$ %良子大方地说!结果总是换来我的一顿

好打!# 哦! 原来打扮我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

真阴险%$

如此说笑打闹着!紧巴巴的日子倒也过得
有滋有味$但良子并不满足!他说!他要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给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一
直很努力地工作!我们渐渐有了积蓄!他也并
没有因为工作忙就忽略了照顾我!依然是那个
家里家外一把手的# 模范老公%$

有一次!我们报名参加一个商场的情侣互
动活动! 要在规定时间内花完商场提供的

($$

元现金!然后阐述购物理由$ 良子的精打细算
得到了充分发挥! 他买下了很多办公用品!余
下的钱刚刚好够买一盏台灯$ 我看得一头雾
水!良子却胸有成竹$到了公开阐述的环节!他
指着那些办公用品说"# 我老婆最喜欢一边嗑
瓜子一边看书$ 我买办公用品!是因为我要创
业!努力让她过上轻松&富足的生活!天天都能
坐在台灯下嗑瓜子&看书* %台下掌声四起!而
我!早已泪流满面$

良子不是开玩笑$

他很快租下了一间办公室!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全身心地投入经营中$尽管如此!良子还是尽可能早
地下班陪我!做饭&洗衣&逛街$

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下来!良子
的公司运转状况并不理想! 代理的产品始终打不开
销路$良子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烟草味道也
越来越重$ 偶尔良子也会说起招不到合适的员工的
郁闷!说起哪单业务差一点就成了的遗憾$但原本就
大大咧咧的我!早已习惯了良子的照顾!变成了一个
事事都要依赖他的小女人$面对良子的# 唠叨%!我总
是一笑而过!认为这些都是常态!并不放在心上!还
像以前一样安然享受着他的宠溺! 而忽略了良子越
皱越紧的眉头$

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我抱怨他心里只有工

作没有我!天天应酬不顾家'良子指责我不像个女人!

不知道支持他创业!劳累了一天之后回来看到家里总
是乱七八糟!身累心更累$ 争吵越多!积怨越深!终于
有一天!在大吵一架之后!良子抛下# 分手%两个字愤
然甩门而去!留下我在家里号啕痛哭$

那天晚上! 喝得酩酊大醉的良子被朋友送了回
来$# 要不是心里难受!他不会喝成这个样子$%朋友临
走时的一句话! 点醒了已经心如死灰的我+++我知
道!良子还是在乎我&在乎这份感情的$

看着昏睡的良子 ! 我突然发现 ! 正在熟睡的
他!眉头却紧紧地皱着$ 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们
生活得更好 $ 他背负了太多的压力 !如果没有爱 !

他不会始终扬着笑脸陪我 $ 而我 !却丝毫没有感
受到他的劳累和苦心 !只是我行我素 $ 看来 !真的
是我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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