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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悔把我逼到了绝路

困在形婚中 努力挣扎却错了方向
记者

讲述人：陈清涟
性别：女
年龄：30岁
职业：职员

他威胁要破坏我的家庭
昨天，仲明约我出去，我拒绝了。
他说：“你不出来， 我就给你老公打电
话，约他出来谈谈。 ”我说：“你到底想
怎么样？ ”他说：“你出来再说。 ”
约见的地点照例是快捷酒店。 他
一见我就搂着我想直奔主题。 我狠狠
推开他。
他说：“你干嘛一副贞节烈女的样
子。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说：“和你
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过不会为了你去
破坏我的家庭。 你也答应了的，可是你
现在反悔算几个意思？ ”他说：“感情的
事情，是说好了就可以的吗？ 你和你老
公结婚时还不是说好会对彼此好，可
现在呢？ ”他强辞夺理，我无言以对。
现在仲明逼我离婚， 他说他想和
我结婚。 可是，他一个单身未婚的，娶
我一个离婚还有孩子的女人， 即使他
自己觉得无所谓， 可他的父母会同意
吗？ 他的朋友会怎么看他？ 他自己现在
是头脑发热，以后会不会后悔？ 这些我
都和他说过，他说他都懂，但是就是为
爱情头脑发热不受控制了， 想要独占
我。

恐婚时被家人劝服
在外人看来，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
—可爱的儿子， 会赚钱和顾家的
老公。 可是结婚快十年，我越来越感觉
不到老公的爱了。
我20岁认识老公。 我们在同一栋
大厦里面工作。 我在一家小公司当什
么都做的文员，他呢，自己当小老板，
雇着三四个员工。 我和他的其中一个
员工是小姐妹。 那小姐妹有一天突然
说：“我们老板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
有一个眼睛看不见。 如果不是这样，我
就去追求他了。 ”我一惊，眼睛看不见？
没觉得呀。 小姐妹告诉我，好像是小时
候一只眼睛出了意外， 现在的眼睛是
假体之类的。 如果是这样，靠自己的奋
斗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这份家
业，也是值得崇拜的。 抱着这个想法，
有时我忍不住在电梯里偷偷瞄他。
10年前的夏天， 我有一晚加了班
下楼，发现外面打雷闪电，似乎马上要
下雨了。 我没有带伞，犹豫是走还是等
雨停，这时身后有人叫我。 我一看，是
他。 他说：“回家呀，马上要下雨了。 我
送你吧。 ”我本应该推辞，可鬼使神差
又答应了。 很快，他就把我送到我家楼
下。 这时雨非常大，他冒雨去后备箱拿
了伞递给我。
那以后，他就开始追求我，也在第
一时间告诉了我他眼睛的事情。 我倒
是不太介意， 就是觉得他比我大了接
近十岁，会有代沟。 可我妈妈却说他是
好人， 说那晚她在窗户那看到人家冒
雨给我拿伞了， 说会照顾人的男人就

是值得托付终生的。
恋爱了半年， 他说他年纪不小了
想结婚， 于是两家就走到了提亲的议
程上。
婚期订了，可我犹豫了。 我觉得他
对我不够热情。 谈恋爱保持一周一次
（最多两次）的约会节奏。 吃个饭，聊几
句，然后各自回家。 即使我们在同一栋
楼办公， 他也从来没有去我公司找过
我一次。 恋爱时的那种难分难舍，我在
他身上看不到丝毫。
我和他谈过， 他说：“你对爱情的
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我觉得爱情就是
保障她衣食无忧的一生就行，是责任，
不是感觉。 ”这个答案更让我崩溃。 我
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和他分手。
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妈妈， 我妈
妈敲着我的脑袋说：“你就是会乱想，
人家说的才是对的。 你看我和你爸爸，
什么时候说过情呀爱呀的， 这辈子还
不是过得蛮好。 ”我爸爸说：“你这个孩
子就是不成熟。 现在日子都订了，亲朋
好友都知道了，你再说不结婚，别人怎
么看你，看我们家？ ”不得不说，务实派
的老公确实是很多父母心里的乘龙快
婿。
在父母的压力下， 我带着小小的
不甘心走进了结婚的礼堂。

爱还在可身体走远
老公说， 他这辈子只谈过两次恋
爱，第一次是前女友，第二次就是和我
了。 我呢，他是我的初恋。 所以我到底
爱不爱他，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
次。 答案是“爱”。 喜欢他的责任感，喜
欢他的稳重，喜欢他的自强不息。 这些
都是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
我曾经问过他喜欢我什么。 他说：
“哪有那么多喜欢不喜欢的。 喜欢你什
么很重要？ 不喜欢你会把你娶回家？ ”
好吧， 标准的直男， 答案气得人牙痒
痒。 忍不住去咬他，结果他气得要命地
说：“你是狗吗？ 还咬人？ 真要咬破了我
还不得去打狂犬疫苗？ ” 这下我更气
了，一点小情趣都没有，还骂我是狗。
于是我生气不理他。 结果他也不理我。
过了N多天，我忍不住问他：“我生气了
你没有反应？ ”他说：“我知道你生什么
气。 我只能不理你。 理你你肯定更来劲
了。 这不，你自己就好了……”我彻底
无语了。 从那以后就放弃了去生闷气。
结婚第三年，儿子出生了。 因为是
难产，所以我的身体吃了很大的亏。 他
呢，那一段时间事业处于瓶颈期，每天
晚上要么忙，要么失眠睡不着。 于是，
我把他赶到书房住， 我和儿子独霸主
卧室。 刚开始还觉得自在，舒服。 孩子
快一岁了， 可他依旧没有进主卧室的
意思。 我厚着脸皮，去书房找他，也被
他找理由赶了出来。 我当时就纳闷了，
他难道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暗中查了他的手机， 查了他办
公室的座机， 旁敲侧击问了他的朋友
和下属，但都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一天我带儿子出门溜达， 结果
忘记带钥匙。 跑到他公司去拿钥匙，大
厦楼下的保安居然还认识我， 笑着和
我打招呼说：“劝劝你老公呀， 几乎天
天加班，身体哪里受得了，钱是赚不完
的。 ”这下就更说明了，他绝对没有出
轨。 可是身体的欲望一点都没有吗？ 我
纳闷了。 我再三旁敲侧击告诉他，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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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可他还是无
动于衷。 我要他搬回主卧，他说：“书房
自在。 你别管我了。 ”我厚着脸皮找了
他一次，他虽然不情愿，但感觉身体上
也没啥问题。

挣扎出一条错路
我想到了一个词，形婚。 可我的婚
姻和形婚还是有差别。 我还是爱着老
公。 老公呢，无疑爱着这个家。 虽然生
意越来越难做， 但他还是靠自己站得
很稳。 这几年，买的房和车，都写的我
的名字。 他经常开玩笑说，如果离婚，
他就得卷铺盖走人。 平时他工作忙，但
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家做饭，做卫生，
和我一起带孩子。 曾经在3年前，我们
谈过一次。 他说他对性的需求不高，甚
至有点不喜欢。 所以要我不要过多勉
强他。 可我毕竟是女人，才20多岁，抱
着责任心，守几年活寡还可以，守一辈
子，我哆嗦了一下。
一切的改变在3年前。 和姐妹们聚
会，她们都笑我，说我是阔太太，保养
品想买多贵就买多贵， 怎么脸色这么
黄，还有不少斑。 虽然我已经是孩子妈
了，但内心觉得，自己无论是从年龄还
是从外貌看都很少女。 姐妹们这么一
说，我回去照了一下镜子，发现她们说
的还算是客气。 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
下来，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带着这口气， 我约见了一直在网
上对我献殷勤的网友仲明。 我们在一
起，很愉快。 他知道我有婚姻有孩子，
我说 ：“等 你决 定 找 个 女 人 结 婚 的 时
候，我一定和你断得干干净净的，绝对
不拖累你。 ” 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平
衡，我和老公之间关系甚至更和睦了。
我觉得，照此下去，家庭的天长地久指
日可期。
千算万算，算不到的是，我和仲明
之间的平衡会被打破。 我们在一起，就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在外人看来，我
纠缠他， 比他纠缠我的几率还要大一
点。 他到了被催婚的年龄，居然想和我
结婚。 他说，看到和他相亲的女孩子，
白开水一样，就觉得无趣，就不由得想
起我。 一开始我还调笑他，可后来看他
越说越真，就不敢和他再见面。 结果人
家早有防备， 从我手机里找到了我老
公的各种联系方式，以此威胁我就范。
从仲明开始威胁我的那一刻， 我就知
道自己维持婚姻的方法错了， 而且错
得厉害。
让仲明停止对我的纠缠， 目前看
来办不到， 难道只能等他激情消退的
那一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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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功能
岂可切割分包
婚姻不仅是情感融合的某种形
式，它还具有多重的功能：社会资源
和经济资源的整合，相互陪伴，养育
后代， 其中还有一项很重要也许是
最重要的功能是， 拥有合法的长期
的稳定的性伴侣。 缺少这一项的婚
姻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但是当事人舍不得放弃从这个
婚姻里得到的其他好处， 就会想着
在别处寻找能够完成这一功能的替
代者。 这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且暗藏
危机。 首先灵与肉的分离这件事本
身是有重大缺憾的， 从中永远只能
得到短暂的满足；其次，你得运气好
到爆， 才能找到和你一样只有这一
项欠缺的替代者。 很显然，讲述者没
有这个好运气， 她找到的是欠缺整
个婚姻的替代者， 对方也需要补足
婚姻所能带来的全部功能， 这是人
之常情，也不能怨他不守信用。
婚姻是一个整体， 不可能把各
项功能切割分包出去， 哪个齿轮出
了问题，最稳妥的办法是修好它。 性
冷淡应该不是不治之症， 有各种手
段可以燃起对方热情。 即使不行，也
许可 以由 双 方商 讨 出 一 个 谅 解 方
案。 再不济，要么退一步妥协，要么
进一步推倒。 要知道，人生从来不可
能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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