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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是人生的常态
李青：
我今年28岁，正在准备结婚，最近不知
—想联络我的亲
为什么， 总有一个念头——
生父亲。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可是静下心时，
又觉得障碍重重。 这个障碍不是找父亲会
多么困难，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电话。 而是我
内心的犹豫。
首先是觉得对不起妈妈。 3岁时他们离
婚，妈妈说是因为父亲重男轻女，客观点想，
也许与妈妈的个性有关，这些年，母女关系
并不融洽，但她爱我是真的。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我害怕寻亲后，反
而更失望。朋友跟我分析过，他如果想找我，
完全也是找得到的， 然而这么多年不见我，
可见并不多么在乎，而且现在他已经有了个
儿子，可能内心已经放弃我了。
最后，就我的感觉而言，我担心自己的
突然打扰会改变我和他的生活。 现在虽然
不是特别好，但一切都在正轨上。 他应该也
在正轨上，我的突然到访会影响他吗？ 会带
给他更多的困扰还是欣喜？
如果凭着一时冲动找了可能也就找了，
但现在越想顾忌越多，越不能行动。 所以我
想听听你的建议。
桐桐
桐桐：
你好。
没有父亲的女孩子，一般安全感都会很
低，特别是面临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更需
要力量支持。 来自父亲的祝福和关注，是别
的亲人无法替代的。 西式婚礼里，都是父亲
挽着女儿的手，送到未来丈夫的手上。 仪式
自有其背后的意义， 在父权夫权的解读之
外， 女孩子能够由父亲护送着开启新生活，
心里会特别踏实。 你在结婚之前想寻找生
父的冲动很正常。
我们的生活大多平淡，这种戏剧性的寻

在线答疑
问题一：父亲的行为有问题吗
母亲逝世3年了，去年父亲重新娶了个
女人，我和妹妹都是成年人，也能理解。 后
妈带了个小男孩，今年10岁，很淘气。 但父
亲很喜欢，现在家里的老房子要拆迁，给我
们分了3套房， 父亲居然给我们姐妹一套，
一套他和后妈住，还有一套给那个小男孩，
完全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我很生
气，他是不是他糊涂了。
答：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房子
套不住孩子他娘。 不懂让利，谁跟你玩？ 他
一点不糊涂。 你是不想跟后妈玩， 但他想
啊。

问题二：我担心这一切都很快结束
我们俩刚认识不久，都很喜欢对方，很
希望这段感情能坚持走下去， 但一想到很
多恋人相爱多年却没有好结果， 我就很害
怕我们的爱情是否能持久， 有什么方法让
爱情保鲜？ 如何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天长地
久？
答：领结婚证是办法之一。

问题三：不知道她看中我哪点
我身高1.69米。前两天亲戚给我介绍女
朋友，一见到她我就打退堂鼓了，因为她整
整高出我半个头。 事后，亲戚问我怎样？ 我
说恐怕驾驭不了她。 亲戚说“
人家都没否定
你，你干嘛自卑？ ”我要说的是，我家条件不

亲并不多见。 戏剧性的东西，当戏看跌宕起
伏，激动人心，但真要摊到自己头上，却并非
好事。 因为你没法预知结局也无法把控走
向，人性的弱点，往往会让最初良好的心愿
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污秽不堪。
具体到你的情况，我想说，不管任何原
因，一个20多年没有找过你的父亲，其实已
经忘记你了。
问问自己，能否承受父亲拒绝你或者嫌
弃你的伤害。 你不行动，这种可能最多只有
50%的概率，你还可以保留一点念想一点安
慰，真要踏出这一步，你就必须面对这样的
现实，无法回避。
如果你决定去寻亲， 先做好最坏的打
算，才能应付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
终身大事，亲生父亲缺席，是一大遗憾，
但遗憾本是人生常态， 我们必须学着接受。
在这个世上，能给予我们支持的人从来都是
可遇不可求，即便是生身父母，也有力不可
逮之处。 从他人那里寻求力量支持和安全
感，难免会有失望失落的时候，最终我们还
是得靠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自己独立了，强
大了，也就获得了真正可靠的安全。
不管找不找父亲，也不管找到之后他会
有怎样的反应，都不足以影响到你生活的正
常运转，到这种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去寻亲
了。 不过到这种时候，你也许就没有那么大
的冲动了。
李青 （微信公众号lqshuoqing 邮箱
751988073@qq.com）

本报记者夏菲悦
错，自己除了外表差点，其他方面也都比很
多人强。 不知道那个女孩看中我的背景还是
我本身，有点理不清？
答：喜欢山的人都说山不在高，有仙则
灵。 请允许人家找点由头爬你这座小山，别
把自己弄成荒山。

问题四：老婆总是以离婚相要挟
结婚以后， 每次吵架她都说要分手，每
次都是我苦苦哀求才平息。 上个星期就因为
我买了个手机事前没跟她打招呼，她就不依
不饶，吵得天翻地覆后又说要离婚。 这次无
论我怎样认错，她态度都很坚决。 不知道怎
么办？ 怕这次真的要离了，孩子怎么办？
答：常言道，怕什么有什么。 横竖都这
样，这次试试斗胆不怕如何？

问题五：男朋友好像在找借口
和男朋友在一块8个月了，之前还好，每
天晚上他都会微信找我，后来他就不主动找
我了，我主动找他，他也很忙的样子，总是聊
不了几句，总是回复“哦哦”之类的，我明明
有话跟他讲的，被他的态度都弄得没有讲的
兴趣了。 他之前说过很喜欢我的，现在却说
他要拼事业想晚一点再谈感情，这是不是说
明他已经不喜欢我了， 找借口让我提分手
吗？
答：话说到这份上你还不明白，也难怪
他没法跟你谈感情。 请便，懂吗？ 不要逼着人
说“滚”。

我的十年
本报记者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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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感情 遭逢情感中的冷漠和算计
讲述人：霍清灵（女 28岁 会计）
这个年龄，还是剩女，我爸妈最近
两年都没有怎么催我。 也许他们和我
一样，看透了婚姻这回事情吧。
第一次恋爱是高中毕业的暑假，
当然是和一直暧昧没有挑明的男同学
谈了。 大学放榜， 他考上一类重点大
学，我呢，勉强进了民办大学。刚开始，
每周他都坐车到我学校来看我， 到后
来，就慢慢少来了。 我去看他，他居然
不高兴。原来，他觉得有一个学渣女友
没什么面子。年轻气盛的我袖子一甩，
不高攀了。
就这样一直单着， 到快毕业的时
候，接受了一直追求我的男同学高翔。
我们一起找工作，一起艰难创业。当时
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 可每当我们有
一点钱，他不争气的弟弟就来捣乱，爱
赌博的爸爸就会被逼债。 他不能不管
亲人，于是就管不了自己的婚姻，3年
后， 我们还是分手了。 我把店都给了
他，我说：“
就当是我背叛你，我挨不了
穷。 ”

她说

进一家普通公司当小职员， 接受
父母的相亲，生活和感情，不能把握的
东西太多。终于，相亲相了一位还算合
意的。可是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又出
现了问题。 他家想让我卖掉父母给我
的小公寓，然后他家再补一点钱，首付
买大房子。可是我的小公寓，是预备父
母退休后到武汉来住的。我直接说，你
们家买房，不需要加我名字，实在不放
心，可以去公证。于是他的父母觉得我
特别厉害，天天教儿子防着我。受父母
影响，一心一意的男友也变了。我居然
发现他在网上撩女生，不止撩一个，什
么样恶心的话都说得出来。 被我发现
以后， 他很内疚， 说这是他减压的方
式，要我原谅他。 我试着去原谅，可他
却没有改变——
—站在父母那边对我有
敌意，不仅撩陌生人还开始撩女同事。
现在真的是对感情里这些冷漠和
算计太失望了，也许，我该去寻找一个
人的精彩，找到了自我，才有面对挫折
的勇气吧。
本报记者王琼

“双宋CP”与柴米油盐
有些网络词汇， 即使不用问“度
娘”，在某个语境下，基本上也能蒙出
是什么意思。 比如CP，看到这个词的
第一感觉应该是指情侣、般配、两人站
在一起不违和，或是粤语里的“登对”
之类。 经过跟小伙伴们求证， 这样理
解也算是八九不离十。
最近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比较多
的是一对明星，宋仲基和宋慧乔，被称
为“双宋CP”。 两人从热门剧集《太阳
的后裔》 中的荧屏情侣延伸了到了戏
外，最近突然宣布婚讯，活生生地把自
己的生活演成了一出韩剧， 足以让众
多双宋CP粉激动不已。 如果是从头到
尾追过《太》剧的人，一路感动下来，估
计最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两人不
走在一起，那简直是没天理。
不过，突发奇想：如果是对两人
完全不熟悉的人， 第一眼看双宋合
影，会不会认为他们有强烈的CP感？
可能真不太好说，不信大家可以试验
一下。
原因很简单，所谓的CP感，不是
凭空来的，而是剧集中一个个活生生
的浪漫细节“培育”出来的。 否则，宋
慧乔真真假假的几位前任， 李炳宪、

Rain、玄彬，个个都是所谓“帅一脸”
（这词好动感）的男神，随便哪一个跟
宋慧乔组合， 都称得上“金童玉女”，
CP感也未必欠缺，为什么大家还是最
认“双宋CP”？ 只能归功于热播电视剧
强大的
“洗脑”能力。
小时候看童话，最期待的结局是：
王子与公主终于结了婚， 从此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长大之后，以为童话已经
远去，后来发现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只
是被各种成人的童话取代了。 比如双
宋恋， 差不多就满足了很多粉丝对童
话式结局的期待。
当然，稍微理性的人都知道，即便
是王子与公主， 最终也要回归柴米油
盐， 照样免不了同一个屋檐下的磕磕
碰碰，才能最终修成正果。 换句话说，
生活不是电视剧集，真正的CP是需要
在无数个日常细节编织而成的“人生
大戏”里炼成的。就像我们在街头经常
会遇到的一些普普通通的夫妻或情
侣，男的不算帅，女的也不算靓，但两
人走在一起，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
不知为何让人感觉非常自然、 非常和
谐，CP感爆棚。这种CP感，可能是最接
地气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