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知道这个标题冒了天下之大不韪!

也违反了老祖宗的古训" 可是!我得强调!

这是我这二十多年来最深刻的感受#$$首
先要自己快乐了! 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的
情绪% 看完整个故事!我不怀疑尼莫对于莲
青的友谊!不在于尼莫隐瞒了自己的爱!而
在于尼莫的默默成全" 只是!一个越来越清
晰的疑问就像床前的明月光一样愈加明亮
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莲青会成全尼莫吗'

有朋友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男主角的
态度和抉择!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
有一个明朗的取舍% 虽有道理!我却不甚认
同!历来!女子的命运似乎就如风筝的线!

牢牢地绑在了男人们的身上% 但其实!主动
权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 尼莫的困惑是
要选择友谊还是爱情%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
一下爱情和友情的孰轻孰重% 不得不说的
是!这个命题的答案是$$$无解!因为不同
的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我们
无从评论谁是谁非! 只能遵从内心最深处
的声音% 尼莫对子建的爱情就像来不及绽
放的花朵!被突然折断!凝固了心底最深处
的芬芳% 尽管这爱情对于尼莫是无从躲避
的心动!她还是理智地说服自己放弃了!原
因是尼莫更加在乎和莲青的友情% 在尼莫
心中友情和爱情的分量不言而喻! 即使是
备受煎熬!她也要默默成全% 而子建呢!他
对于尼莫是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心动的!那
一刹那的心驰神动像冬天里的一桶冰水迎
头浇下!有逃不过的冰寒刺骨!可惜的是!

他已经有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 仅从
故事中! 我们判断不出尼莫和莲青两个人
哪个在子建心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分量!这

个答案也许只有子建自己心里才知道% 因
为婚前!他没有明确地表示放弃莲青!选择
尼莫!而是按照命定的轨迹见了双方父母!

进而筹备婚礼! 即使有婚前的几通电话和
婚后的不甘心! 也仅仅只能说明这个男人
的犹豫和懦弱% 更加直白地说一句!那也许
是因为尼莫的逃避让他心里没有底! 他害
怕放弃莲青又得不到尼莫! 那不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吗' 至于说要离婚!不过是怀疑自
己戴了绿帽子后的不甘心罢了%

对于莲青!我心中只有同情!她不过是
在命运的网中试图挣扎的飞蛾罢了! 就像
孩子!利用哭声来吸引父母更多的关注% 只
是尼莫!你可知道!对于任何感情!最大的
伤害不是背叛而是欺骗( 三个人的痛苦!不
妨用一个人的心伤来解决! 前提是确定那
个男人是否值得%

其实我特不喜欢上期)我爱上一道疤痕*里那个男主
角子建!连带不大喜欢那个尼莫" 莲青倒没什么!她是个
无辜的受害者!虽然处理事情的方法有点极端!用出轨来
对待丈夫的冷漠!但总的来说这个人除了选错了人以外!

没什么人格上的缺陷"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两个发小" 两个好姐
妹喜欢上同一个男人的事情!不是没有" 我曾经和我最好
的朋友也讨论过这个! 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审美观点不
同!不可能喜欢上同一个人+退一万步说!即使喜欢上同
一个了!我们谁都不会要那个男人!更不会争" 因为从小
到大的好姐妹不会有几个!而男人绝对不会是唯一的" 从
小到大!不是没有遭遇过爱情!还真没碰见过这种两个好
朋友喜欢同一个男人的事" 采访时候我问尼莫&世界上男
人这么多!你就偏偏喜欢子建一个!这不是钻牛角尖是什
么' 只要耐心等待!总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男人出现的!

这个人!绝对不会是子建" 因为他的出现!破坏了尼莫原
本幸福平衡的生活" 在我的概念里!只要破坏了平衡的!

都是坏的" 但尼莫同时也有好的一面!她自始至终从来没
有和莲青抢过子建" 她只是对感情太执著而已!而对感情
太执著!就是容易让自己不快乐"

我们最后讨论一下子建这个男人! 我不知道他有什
么特点能一下子吸引住两个女人" 一个嫁给了他!一个形
单影只了好几年" 娶一个女人!前提就是能够好好爱她!

如果不能爱!就放过她" 可是子建没有!他娶莲青的时候!

爱的是尼莫!这对莲青不公平!几乎算是毁了莲青一生"

既然选择了莲青!就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收敛起对别人
的感情!好好过日子!他没有" 他的表现让莲青知道!他不
爱她!然后很不负责地说!如果尼莫愿意!他会离婚娶她"

这个男人的人格是悲剧型的! 他的犹豫不决注定让他自
己不快乐!顺便把别人拖下水" 不管谁在他身边!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管莲青还是尼莫都该远离这种男人!

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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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仅仅为了你老婆那证据还

不确凿的过去!就给自己打上"爱#

的标签!然后出轨!并且声称是为了

寻找所谓的平衡! 对于这种行为以

及想法!我是很鄙视的$你就没有过

去吗% 你的过去你老婆追究或者你

向她坦白了吗% 其次婚姻是需要靠

两个人的责任感来维持的$ 通过你

对你老婆的描述!不管她过去如何!

至少她做到这样! 就足以说明她愿

意跟你共度一生! 因为她尽到了一

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婚姻里两个人

是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但这要

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 她没有

跟你坦白过去! 那是因为她觉得过

去的事情对于以后毫无意义! 我想

她应该也没有询问过你的过去吧$

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成熟且理智的女

人$过去你无法改变!未来你也无法

把握! 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地过好

现在! 如果你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

幸福!那么就应了一句话!自作孽!

不可活&&

!!!"读者#桃之妖妖

海棠说&很专业到位的意见!佩
服" 希望紫枫能看见"

恋人的历史当然重要了!你对

你心爱的人的历史都不了解那叫爱

吗%但是得有个心理准备!真正了解

以后你还会爱她吗% 如果不能那就

不是爱$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世界上

也没有后悔药吃$ 娜在跟你结婚后

全心全意为你'为家'为孩子$ 她没

有伤害你!更没有故意伤害你$她也

没有故意隐瞒过什么! 你说你不能

接受只是为你犯下的错误找借口而

已$ 每天沉浸于别人的历史当中不

能自拔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所

做的事情吗% 娶妻娶贤!纳妾纳色!

你该知足了! 有一个这么贤惠美丽

的老婆!你还这么花花肠子!还满嘴

谎言!你要讨厌当小秘的女人!那个

怀你孩子的颖呢% 放着美满幸福的

家庭不要! 自毁长城的事情干得倒

是不少$你要是不珍惜这个家!不爱

自己的老婆!趁早离婚算了!别整天

唧唧歪歪地干点不是男人的事情$

一个伤害为你放弃一切'任劳任怨'

共度今生的老婆的男人是可恨的$

!!!"读者#毛毛毛虫

海棠说& 如果天下的男人都像
毛毛毛虫一样!世界就太平了"

你口口声声说爱她! 这就是你

的爱吗% 你们也做了这么多年的夫

妻啦!其实你是不了解她的$作为一

个女人我很佩服你的妻子! 她做了

聪明女人该做的! 也做了笨女人该

做的$ 就因为她曾经做了对不起你

的事情! 所以在以后的生活里她付

出了更多$ 她在用现在的行动证明

对你的爱$ 曾经她也有对你提过她

的过去! 而那时的你用爱给她吃了

定心丸$所以对你的每一次晚归!她

只是一笑而过$ 她心里有多苦你知

道吗% 只要她在你们结婚以后没做

过出格的事情! 那她在你的心里应

该是干净的清白的$ 你要用爱洗去

她心里的阴影$

!!!"读者#佰崴

海棠说&带有幻想色彩的点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娜
也一样" 她笨不是因为做了对不起
紫枫的事情!而是选错了男人"

!我以为她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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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回顾% 紫枫在

婚后偶然从朋友处得知

自己像天使一样的妻子

娜& 曾经是某老总的小

秘& 于是有了强烈的心

理落差& 不仅和自己的

初恋女友开了房& 还邂

逅了另外一个女孩子颖

''你在乎自己另一半

的过去吗(

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姐妹
文
!

海棠

你委屈不如她心伤
文
!

桑柯

!我爱上一道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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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回顾% 尼莫和莲青

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尼莫

在上海工作回到郑州& 莲青

已经有了男朋友子建) 莲青

深爱子建& 两个人已经谈婚

论嫁)但子建喜欢尼莫&尼莫

为了好朋友压抑住自己心里

的爱)子建和莲青结婚了&但

是他们并不幸福& 莲青觉得

子建不爱她而出轨了& 子建

对尼莫说& 如果她愿意和他

结婚&就和莲青离婚)尼莫该

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