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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公是高中同学!相识"相爱到现在已经
!"

年了!

#$$%

年

我们登记!去年补办了婚礼!可是我一个月前发现他居然有过外

遇#我虽然和老公在一起很多年了!但是由于他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但就算这样!只要我不出差就会一个月去看

他一次!但是现在突然发现他居然有外遇!而就在我们举行婚礼

前!看着他和那女人的聊天记录!我的心碎了$

事情被我发现到现在已经
!

个多月了!反反复复吵得两个人

都累了!他从一开始死不承认到撒谎!我现在才知道他们一直有

联系!就在
!$

月份还有$ 那个女的好像马上要结婚了!看上去像

是我老公单恋人家$ 想想这点我就要疯了!看着他躺在我身边发

给那女人的浓情蜜意的留言!我真的快疯了!之前说离婚他死活

不同意!说已经死心了!绝对不会再联系等等!但是我每每想起还

是很心痛!再加上他之前不断地撒谎!我没法相信他!所以一直追

问他俩的事情!然后他就同意离婚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看

不到他我会想着他!看到他我除了伤心就是难过!那种被背叛的

耻辱感让我不断做出疯狂的事情!我真的快疯了!不断地想到死!

但是好像又没有勇气!但是额头上的包一直都没有下去过!新的

盖过了旧的!这样下去我会疯掉吧$

&$

岁了!只谈了一次恋爱就嫁

给了他!以为真的会终老!却是晴天霹雳啊$求求你们告诉我该怎

么办%

我与男友相识近
'

年! 之前感情一直比较稳

定!从来没吵过架$ 他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很忙

总出差!一般我们都是一两周才见一次面!每次见

面相处也很融洽!没有为什么事儿发生过争执$ 我

平时工作也挺忙的!另外我这个人也很独立!不是

那种粘人的女人!性格比较外向$ 他属于性格内向

有事总爱埋在心里的人$ 最近两个月因为他们公

司有项目在大连! 所以他常驻那里最长的时间是

两个月才回来一次$ 平时我们一般都是一两天联

系一下!直至一个月前他回来!我也没发现任何的

异常$ 他呆了两天就走了!在走后一周他给我打电

话说他工作压力大!头疼!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以

为他是休息不好了劳累过度! 还劝他别有那么大

的压力!要好好照顾自己$ 之后的三天他没有与我

联系!我以为他压力大工作忙不想与我联系了!没

想到三天后他给我发信息说有事和我说! 我预感

到了他的反常打电话问他!他哭了!说要暂时与我

分开!等他回郑州来找我当面说$ 我当时都懵了!

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考虑结婚了!他

还一直让我关注着房子等有合适的就买呢$

本来我说去看看他是不是生病了啊! 他说什

么都不让我去$ 他说分手当时我没有答应!问他!

原因他不说!他口口声声说也舍不得我!是真的喜

欢我的!对我有感情$ 我当时以为他压力太大了&

后来又过了三天他还是说要分手! 我就没接他电

话想让他冷静一下! 到了第四天他突然用一个陌

生号给我打电话! 说他手机丢了让我再找他时打

原来的号码! 我以为他恢复了就没提他说的分手

的事情$ 这样大家又都平静地过了两天!到了上周

六我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个陌生网友加我! 那个号

给我发了男友的邮箱户名和密码$ 我之后进入男

友的邮箱看了里面有三封邮件! 有两封是一个女

孩儿写给他的!其中一封是他回复的!信中写的都

是情意绵绵的话!信中那个女孩儿好像还在读书!

男友对她好像没什么安全感$ 我把他所有的信件

都看了!他们好像是
!!

月初认识的!互发了照片!

男友第三周和我提出的分手!那三封情书是
!!

月

中旬的事情! 我现在特别不明白的是怎么会这么

快$ 这里面疑点太多了!如果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

我能够接受!我现在只是在不断地猜测!我想去大

连找他! 可是那天通过电话之后我再打他电话他

就不接了!我倒是有他大连的联系地址!能够找到

他的$ 他和我说分手时表现得特别痛苦!我当时不

接他电话!他给我打了
($

多个电话!发了
($

多条

短信$ 还是没有回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恶的物业! 一过下班时间"位于我头顶上方
斜七十五度角的空调口吹出的暖风就开始由热转
凉" 又加上身后那

!

年前手柄失踪从此再也关不
严的窗户" 前后的阴风夹攻导致了最近几天我一
直徘徊在感冒发烧的边缘! 昏昏沉沉地打开邮箱"

浏览了你的来信后清晰的思维离我更加遥远! 嗯"

在我看来你和你男朋友之间的这码子事相当神
秘! 他连哭带喊地闹着分手" 连个理由都说不清
楚" 最后干脆连电话也丢了! 这家伙也太不地道
了" 先不说因为工作的事务他需不需要一个新手
机" 起码固定电话该有一个吧! 我估摸着加你

""

好友给你发邮箱密码的那个神秘人也跟你男朋友
脱不了关系"怕是他自己没面子和你直接说"干脆
把事情摆在你面前叫你自己琢磨# 得"我也跟着你
讲的事推理起来了! 你的来信里时间概念非常强"

很清晰地阐述了整件事情的发展" 又从种种因果
推断出你男朋友大概的外遇过程! 这个" 怎么说
呢"你很有福尔摩斯或者柯南的潜力"但是爱情不
是靠推理就可以得出结论的! 你思前想后地暗自

落泪"谁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正在风流快活! 要是
听我的"分手吧! 从你们的恋爱方式就可以看得出
来"你们的关系相当脆弱! 借口工作忙而一两周见
一面的男朋友实在是相当靠不住! 如果真的那么
忙"就不要谈恋爱"一心一意把工作搞红火了"有陪
女朋友逛街购物看电影吃零食的时间了再说爱!

什么#您说等工作红火了年龄就熄火了#那您操的
是什么心啊"想双赢还不下本钱"用工作忙的理由
挂着个不冷不热的爱情"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怎么
会有这样的恋爱关系! 你现在的男朋友不要也罢"

趁早换个能好好珍惜你的男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
个结果"他总归会回来的不是# 约个时间见个面"

把你的疑问都抛给他" 叫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
多么地令你痛苦"看看他会给你个什么样的解释!

其实分手只是早晚的事"有些东西"时间是洗刷不
掉的!

爱情开始的时候大都是天雷地火" 狠狠地燃
烧一把! 热度过去了男女都开始冷静了" 稍一疏
忽"爱情就从指间溜走! 我看过的来信大都是因为
这个原因"爱的时间长了"厌倦了"没劲了"于是乎
你出墙来我出轨! 像个玩具"再新鲜的也会玩腻"

爱情是玩具吗# 长久的爱情必须要不间断地投入"

经常地维持爱情的新鲜感! 再坚强的爱情也架不
住审美疲劳"就像再强壮的我也架不住小风吹"早
晚病倒!

海棠的三言两语!我觉得吧"你分析这些都没
有必要! 决定这段感情去还是留最简单的方法就
是看你男朋友的态度! 如果他不想和你分手"自然
不会弄出这么些麻烦来! 别说他身不由己"也不要
替他找理由! 如果一个男人"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女
人"还把问题留给女人去解决"那他本身就是不合
格的!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小风吹过
文
!

迷茫

双响炮

性别!女

个人签名' 请给

我勇敢!改变可以改变

的(请给我坚强!接受

不可以改变的(请给我

智慧!分辨这两者$

性别!男

个人签名'迷之途!

茫然四顾!终有道$

去年" 我在倾诉
版写过一个我朋友的
故事% 我朋友的老公
趁着我朋友出差"把
自己的初恋情人带回
了家" 在自己的婚床
上和初恋情人翻云覆
雨&&后来被我朋友

发现了"她老公开始忏悔"死活都不同意离婚' 当时我朋友难过得
要死要活的"她问我该怎么办"我问她%(你还爱他吗# )

是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追究过去"我们要站在现在
这个原点上"依照自己的心去考虑未来' 你爱他"有爱他的解决办
法*你不爱他"也有不爱他的解决办法'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认识+

相爱"乃至结婚修成正果"这是很漫长的过程"其中也会遇见很多
诱惑,,,为什么人们那么爱看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金婚.# 那是因
为两个人在一起能白头到老太不容易了' 但是"想要破坏一件事
情"比如说想要结束婚姻"这可比两个人在一起维持婚姻简单得
多了' 尤其是像你们"才结婚不长时间"还没有孩子"如果你不爱
他了"那就离了算了' 吵了闹了又有什么意思"不过是相互折磨而
已'

你说(我不断做出疯狂的事情"我真的快疯了"不断地想到
死"但是好像又没有勇气"但是额头上的包一直都没有下去过"新
的盖过了旧的)"你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来"那是因为你
爱他吧' 也许只有深爱一个人"遇见这样的事情"才会如此接受不
了' 爱之深才责之切呀'

其实有了爱做前提"很多事情的解决变得很容易' 因为你爱
他"所以你该原谅他' 你要明白"你老公并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
的爱人' 你们俩是在同一个战壕中的"你不该把他往外推"去独自
面对那些枪林弹雨' 你能保证你这辈子只爱一个男人"没有对任
何男人再动心过吗#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男人无所谓忠诚

#

他不
出轨的原因只是背叛的筹码太低

$

女人无所谓忠贞
%

她没有出轨的
原因只是受的诱惑不够' 没有人是圣人"所以放过他就是放过自
己'

不要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先别说再爱上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
事"就算爱上了"你能保证这个男人会一辈子忠诚对你吗# 你不
能"你只能保证的是你自己' 不要再闹了"只要你老公还肯宽容
你"还肯守在你身边"这已经是最低限度的忠诚了' 一切都会好起
来"时间不会留伤口给你' 等到有一天"你们都老掉牙的时候"回
忆起今天这场闹剧"会觉得好笑呢'

最后"我告诉你我那个出轨的朋友和她老公的结局%我朋友
原谅了他"对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甚至就当没发生过一样' 她老
公因为曾经负过她"而对她更好' 承担了家里更多的家务"工资也
全额上交了' 这真是个好结果啊'

迷茫的三言两语!如果再早一点发现"如果再晚一点结婚"如
果他没有外遇&&很显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事情都发生
了还能怎么样# 头的包多几个就解决问题了# 这种事就算满头是
包的佛爷碰上了也只能说阿弥陀佛' 两个法儿"一是踢了他另找
爱你的人"二是豁出去下半辈子和他打闹不休'

爱只是开了个小差 文
!

海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