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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人!薇薇安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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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职业!经理人

倾诉地点!尊文堂会馆
女强人的爱情冒险

文
#

本报记者 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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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是个活跃的女孩子! 小时候
是少先队大队长! 到了中学得了无数演讲
比赛的奖项! 大学时候是班级的班长又进
入了学生会" 在学习上我一直是非常优秀
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男生喜欢
我" 当别的女孩子和男朋友出双入对的时
候!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拼命地读书或者是
去学生会帮别人画宣传画"

最苦闷的时候! 我对着镜子看着镜子
里面的自己#也属于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
类型!可是我的爱情在哪里呢%我从小长大
的好朋友说!因为我太优秀了!会让男生有
畏惧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
男生发现我温婉的一面"

大学毕业! 我和可辛一起进入一家公
司工作"可辛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虽然在
一个班级

*

年!但我们没说过几句话!他是
那种社会活动能力超级强的男生! 除了必
修课以外!多数都在学校外面做兼职!所以
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真不知道负责人力资
源的人为什么会同时看上我俩"

不过我们毕竟是在同班级一起毕业
的! 比其他和我们一起进入公司的人亲近
一些!说话也多了起来" 公司培训结束!有
两个岗位让我选择!一个是行政岗位!一个
是销售岗位"我个人倾向于选择销售!可是
可辛说!女孩子做行政好一些!每天接接电
话!收发一下文件!工作没有压力!还可以
按时下班回家"

听了可辛的话! 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一
种和他比试一下的情绪来! 我固执地选择
做销售!和可辛属于同一部门!归不同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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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女孩子不适合做销
售! 可我偏要做出点儿成绩来证明给别人
看"也许是心里憋着一鼓劲儿的缘故!我工
作起来格外卖力"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发
现女人做销售也是有优势的! 我聪明地利
用了我的优势!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毕业
两年的时候! 我因为工作出色被提升为大
区销售经理! 可辛变成了我手下的一名员
工" 这一年!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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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因为工作太
忙!我仍无法顾及到我的感情生活"虽然在
工作中也遭遇过形形色色的男人! 可是我
总觉得生意场上的男人不可靠! 他们接触
到的花花世界太具有诱惑力了! 我只想找
一个安稳可靠的男人!与我一起共度此生"

在某个灵光乍现的早晨! 我把目光锁定到
了可辛身上&&&他具备了所有我想要的男
人的条件#安稳$踏实$没太多本事!最关键
的是我们曾经是一个班级的!知根知底!他
的情况我了解" 而且! 在越来越多的接触
中!我发现可辛注视我的目光是灼热的!他
一定也喜欢我"

可是!横在我们中间的有两个障碍"一
是公司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员工不能谈
恋爱!尤其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第二!我
是他的领导! 女人的矜持让我不知道该如
何向他表白"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让我不
知道该如何与男人发展亲密关系"

家里面一直催我找男朋友! 因为我弟
弟已经找好了女朋友并且准备结婚了!我
老家的规矩是一定要姐姐嫁掉弟弟才可以
结婚"这让我很仓促地决定要向可辛表白"

$"

在工作上我的表现确实很出色! 但在
感情上我还是一张白纸" 我慌乱地把可辛
约到了一家咖啡厅!辞不达意地说了好久!

可辛才明白了我的意思" 当他明白我的意

思的时候! 笑了" 那种笑让我觉得很不自
然" 他说#(安!我明白你的意思!也了解你
的心情"但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我觉
得你爱的人不是我! 你只是想找一个男人
做男朋友而已))况且! 你不是我想要的
那种女人))*听了可辛的话!我羞愧得无
地自容"可辛付过咖啡钱走掉了!可是我却
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他" 我的第一次表白就
这样失败了" 这种失败让我很长时间都无
法面对感情" 虽然在公司里我们仍然能够
很好地相处!可是我却觉得别扭" 终于!有
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义无
反顾地离开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在新公司!我一去!职位就是公司销售
副总! 这距离我大学毕业不过是

"

年的时
间"不过这次我学得很聪明!我再也没有像
以前那样做个铁骨铮铮的女强人! 我变得
温婉可人了! 也终于学会了百炼钢化为绕
指柔了"这个时候!家里为我介绍了无数的
男朋友!每次都是这样!在没有说我是一个
公司副总的时候!男方的态度都很好!对我
的相貌$谈吐也很满意"可是一提到我的职
位!他们立刻就逃之夭夭了"当介绍人问原
因的时候!男人们的回答都是大同小异#我
太强了!会让他们没有尊严!觉得自己像是
在吃软饭"可是这有什么办法%我不可能再
回到从前! 就像我无法放弃现在的工作做
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一样"

也会在工作的时候遇见和我条件差不
多的男人! 可这些男人开始的时候会欣赏
我!走近了都说我只适合做哥们儿!不适合
做妻子" 就这样!我一年一年地耽搁下去"

收入是一年一年地增加的! 也给自己买了
车买了房!但我一直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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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回家!家里实在忍无可忍!只
好让弟弟先结婚了" 爸爸妈妈见到我都愁
眉苦脸的! 他们说#(女人最好的归属不是
事业!是家庭" *而我也很茫然!我一直在努
力争取的东西!原来并没有带给我成就感"

就在我一直苦恼的时候! 可辛忽然找
到我"离开那家公司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可
辛联系过!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耻辱"但可
辛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 他约我去一家很
高档的餐厅吃饭"

我如约地到了! 而且刻意地梳洗打扮
了一番!穿上我最得意的小黑裙"其实已经
没有吸引他的想法! 只是不想在曾经表白
失败的人面前露出失意的影子来" 可辛见
到我的时候!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在握手的
时候紧紧地抓住我说#(安! 你真是漂亮太
多了" *

我笑笑!轻轻地把手抽回去"虽然我仍
然是单身着的$ 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大龄
剩女! 但我已经与以前那个向他表白时候
的青涩女孩不同了" 我问他#(一定是找我
有事吧% *

可辛有些兴奋地说#(安! 我和女朋友
分手了" *

(哦" *我对他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我现在是自由身了!可以追求你了"*

可辛继续说"

(追求我% 为什么% *我对他的话很吃
惊"

可辛说#(之前一直没有勇气追求你!

是因为你高高在上!而且我又有女朋友"现
在!我已经是自由身!终于可以追求我真正
的爱了" *

(真爱% *我更吃惊了" 我不知道!原来
我在可辛心里有这么高的位置"

(是的!我是真的爱你!一直对你念念
不忘))*可辛郑重地说!并且拉着我的手
亲了一下"

&"

我想任是哪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孩
子!听到这样执著的表白都会心花怒放吧%

我的确很高兴!而且都表现在了脸上"可辛
已经从大学时候的青涩男生成长为一个男
人了" 如果我和他结婚! 一定会是岁月静
好!现世安稳的吧" 我没有多想!答应了做
他的女朋友! 而且效率很高地带他去见了
我的父母和朋友" 爸妈一听他是我大学同
学!又一表人才!当然很满意" 他也带我见
了他的父母!两个老实巴交的老人家!见到
可辛给他们带回一个媳妇! 自然也高兴得
不得了"

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 自从我和他成
了男女朋友! 他就没有再给我提工作上的
事情!每次出去吃饭$逛街多数都是我来花
钱"尽管我们花不了多少钱!但我总觉得有
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就在我的疑团越来越大的时候! 谜底
终于揭开了" 我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我以
前公司的上司!随便问起了公司的事情!上
司有些无奈地说#(最近生意不好做! 公司
的效益不好!已经有一批人被裁员了" *

我倒没听可辛说过这些! 又接着问#

(都什么人被裁了呢% *

上司并不知道我和可辛的关系! 他随
便地提了几个名字!里面就有可辛"我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脑袋忽然嗡了一声!很吃
惊"

再问了一下裁员的时间! 居然和可辛
向我表白没差几天"

我胡乱地应付了一下我的老上司!心
乱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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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可辛向我表白与裁
员之间的必然联系"

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样的揣测太过于小
人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被裁员了$ 落难了
才想起我" 又或者是因为我的事业发展势
头良好!才让他对我有了依赖%他真的是爱
我的吗% 我不知道"

晚上回家!我给可辛打电话"但我没有
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被裁员的事情"

我只是很无意地说起遇见了以前公司的上
司" 可辛就有些慌乱地说#(哦!对了!忘记
告诉你了!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辞职的问题!

这家公司发展得不好! 我想换一家公司发
展" *我没有拆穿他!只是随便说几句就挂
掉了电话"

然后我一直暗中观察! 我想知道被裁
员的可辛每天都在做什么" 果然! 我发现
了!他还在找工作" 每天买招聘的报纸!他
的电脑里浏览记录上也都是找工作的网
站" 这都无可厚非!失业也是正常的!可是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坦白地说
呢%而且!尽管我并不期待自己有轰轰烈烈
的爱情!但我也希望我男朋友是爱我的!可
是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可辛是真的爱薇薇安吗! 爱情"金钱

和事业能分割得清楚吗! 怎样判断他爱得

是否真诚呢!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请发电

子邮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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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讨论$讨

论结果将在下期情迷版公布% ,

"尊文堂会馆#中原人士的商务平台$

吃美食美味#赏书画茶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