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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打探同学离婚
40 岁的阿霞这两天在高中女
同学群里异常活跃，她极力打听：
听说咱班陈斌去年离婚了，具体什
么情况谁知道？孩子归谁了？闺
女还是儿子？有人挺奇怪，怎么阿
霞突然这么八卦了？她跟陈斌没
什么交情啊！有人则偷着乐：阿霞
这是给自己找下家吧？
想当年，阿霞也是班里美女一
枚，挺受男生欢迎。上次毕业 20
年高中同学聚会，好几个男生围着
她不咸不淡瞎聊——都是当年有
贼心没贼胆的人。不过他们不知
道，阿霞 5 年前已经离婚，现在带
着闺女跟父母一块过。
离婚后，阿霞没少操持找对象
的事。可是现在婚恋市场上条件
好的女人多男人少，二婚离带孩女
人找对象就更困难。条件不好的，
已经在事业单位当副处级干部的
阿霞不想接受；条件相当的，对方
要么没诚意结婚，就想玩玩，要么
找对象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浪费
了自己那点优势似的。兜来转去，
阿霞对象搞过三四个，但都如同
“买卖”：对方找她是奔着“一二三

四”个目的，那种“现实”的感觉，阿
霞受不了。更难接受的是，这种
“交易”还容不下她闺女——好几
个孩子归前妻的相亲对象都跟她
提过，如果再婚，孩子最好跟姥姥
生活。然而她是坚决不会丢下刚
上初中的女儿的。
就在阿霞觉得再婚难于上青
天时，有人给她出了主意：找老同
学啊！尤其是中学同学。现在离
婚率高，保不齐同班或同年级的，
就有离婚的。小学同学没感觉，大
学同学尽是外地的，中学同学基本
都是本地人，知根知底，而且比相
亲认识的人更有感情基础。阿霞
觉得有道理，这才专向撒网，打探
老同学离婚内情。
阿霞私下找了比自己大一岁
的女班长大齐，说起这几年的苦
楚还掉了眼泪。她求大齐帮忙搞
个同学会，一定把陈斌叫来。大
齐侠肝义胆那劲上来了：
“ 你的忙
必须得帮，再说真要成了，也是功
德一桩！”不出几天她就把人码起
来了，而且特意配合陈斌选了一个
日子——万事俱备，
只欠“暧昧”！

男人：但凡有点条件

同学聚会上发现、联络再婚的对象，成为
一些离带孩中年女性的愿景。女人们觉得这
种方法靠谱，对另一半知根知底，还有一定感
情基础……不过，男人的想法也是如此吗？

人选

小肚子……确实魅力差了点儿。
由于周围人介绍的对象太多，
陈斌同时跟四个女人聊着。除了
阿霞，其余几个都是三十多岁的，
有未婚的，也有离婚未育的。相
貌、身材都比阿霞勾人，虽然她们
不如阿霞善解人意，
经济条件也比
不上阿霞，但男人是躲不过“颜值”
诱惑的。
阿霞觉得陈斌对自己有点儿
游离，
她暗中请班长去探口风。面
对大齐这个“老大姐”
，陈斌没太多
顾忌：
“ 我还聊着几个呢……阿霞
挺好的，
聊得也不错，
就是吧，
这个
岁数，
看着真不如那几个养眼……
哎，
你跟她可别这么说啊！”
班长也挺理解陈斌，
这就是因
为他条件好，有选择余地。事后，
她委婉地告诉阿霞：
“ 很多离了婚
的男人，尤其那有孩子的，都不着
急结婚，且得晃荡呢，你可别一棵
树吊死，
赶紧再见见别人……”

阳阳
妈妈和婆婆，两种类型的女人，两种
活法。论关系，我当然跟自己妈更亲；不
过，
论活法，
我却更欣赏婆婆。
我用打车软件帮婆婆约过几次车，
她
觉得很方便。于是跟我说：
“你给我下一
个，
我也学着用手机打车。”
我看她兴致高
涨，
就手把手教她。原以为婆婆就是一时
兴起，未必真的会用。毕竟这把年纪了，
哪赶得上这种时髦。没想到有天约好一
起吃饭，婆婆说，她自己打车。过了一会
儿，又来电话：
“我晚到会儿，这会儿溢价
了，等价低点再叫车。”挂了电话，我和老
公相视一笑：
“咱妈行啊，
不仅会用手机叫
车，
还懂得错峰出行了！
”
端午节小长假还没到，婆婆就打来电
话，说她要跟几个老姐妹出去旅游，让我
们自己过节。这次出行后，婆婆又跟闺蜜
约了两回，甚至还到国外玩了一圈。每次
回来，她都兴高采烈地分享旅游见闻，我
们都不禁被她的快乐感染。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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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优选“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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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拼图

老同学的“旧船票”
还能否登上“新客船”

有一些人的周围有离婚
的朋友和原先老同学再婚的
案例。不过仔细审视不难发
现，
这种
“组合”
往往是女强男
弱的搭配——女的经济条件
强一点儿，
男的差一些。女方
看重的是男方的人品、
性格，
男方选择的是女方的实力与
保障。女的条件好，
还想找同
等或条件更好的男同学，
则比
较难成。
天津心帆
心理辅导中心
咨询部主任俞雪芽表示，她
身边有这样的一位女性朋
友，
在和以前同学重遇后，作
为可能会再婚的对象相处了
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随着深
入接触，她发现这个男人跟
当初有了很大变化，也开始
产生失落情绪和抱怨，相处
遇到了问题。
俞老师表示，
一方面，
从同
学中找到再婚对象，
并不是一

靠谱吗

个普遍的现象。可能从女性
心理角度，
比较愿意在熟悉的
人当中寻找伴侣。可随着接
触的深入，我们会发现，
十年
或二十年时间没有相处的对
方，
因为社会的洗礼、
从前家
庭生活的影响，
发生了很多变
化，
再也不是原先记忆中的人
了。所以，
两个共度美好青春
的同学之间，
恢复单身之后再
次产生联系，
虽然是美好的
事，但也要现
实一些，
要明白现在和你相处
的，
是现实中的他/她，
不是你
想象中的对方。你们接触之
后，
也许会发现很多不适合的
地方，
也许也会有一些问题需
要消化处理。
另一方面，客观地说，
男
性想在同学中寻找再婚对象
的，
几率不高，
相比之下，
男性
可能更希望也更容易找到相
对年轻的结婚对象。

现象解读

年至不惑爱
“七夕”
郭华悦
年轻时，对“七夕”这个日子，没啥特
别的感觉。
那会儿，两人正陷入热恋，用句肉麻
的话来说，天天都是情人节！一举一动，
一个眼神，都能擦出火花。别说过节了，
哪怕是普通的四目相对，
也让人觉得够甜
蜜的。
这样的日子，
哪还需要过节？
反倒是如今，
有了年纪，
越是觉出“七
夕”
这个日子的重要性。每次和朋友说起
这茬儿，总惹来一顿哄笑。众人都说，两
张老面孔了，说得难听点儿，都没感觉
了！这种情况下，还非得过情人节，多尴
尬呀！恋爱时，难分难舍；如今，渐趋平
淡，巴不得对方不时出个差，用不着四目
相对，挖空心思找话题。看看四周的“老
夫妻”
，是不是都这样？可就因为这样，我
才更重视“七夕”
这个日子。
在一起久了，特别是结婚后，生活平
淡乏味至极。越是这种不爱的时候，
越要
秀恩爱，
用这些仪式，
唤醒沉睡的爱，
唤醒
爱的责任，让原本沉寂下去的爱，从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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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燎原之势。
这就是我如今过“七夕”的原因。热
恋时，对于真心相爱的两人来说，这样的
节日无异于画蛇添足。可如今，
没那么爱
了，才更需要节日来提醒自己，是不是忘
了像以前那样，关爱对方，
呵护对方？
其实，不需要太麻烦。出门，来一个
拥抱；进门，一个吻，一束鲜花，还有一个
对方喜欢吃的小蛋糕。在柴米油盐中，我
们渐渐将这些小浪漫，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在“七夕”这样的日子里，不妨重拾浪
漫，
唤回那些暌违已久的甜蜜感觉。用这
些爱的节日表达爱，才能让不再新鲜的
爱重新焕发活力。
看吧，对于感情，有时候就该反其道
而行之。通常认为，
爱的时候才需要秀恩
爱；不爱了，就让感情渐渐归于平淡。殊
不知，爱的时候，秀不秀，其实都无所谓；
反倒是不爱了，才更需要讲究爱的仪式，
让两人找回爱的感觉，再一次爱上对方。
所以呀，越是“老 ”夫妻，就越得过
“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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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婆婆一比，
老妈“蔫”多了。其实她
年轻时是个很外向的人，
老了却越来越封
闭。我曾建议她多约好友来家里做客，或
者跟她们一起旅游。可人家约她出去，她
总以各种理由推脱，什么玩不到一起啊，
花钱出去受罪啊……几次下来那几位阿
姨就不找她了。不想旅游，下楼跳广场舞
不也挺好吗？可她要么说懒得动，
要么说
那些人都不认识……
不知是不是因为总在家里闷着，
老妈
没事就爱发脾气，
弄得老爸天天小心翼翼
的。要是我劝她话说过了，她还会像个小
孩子似的哭，说我们嫌弃她，真不知老妈
什么时候变成了玻璃心。
婆婆把晚年安排得挺好，乐在其中，
而妈妈却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都说
心态决定了生活状态，婆婆和妈妈就形成
了鲜明对比。如果可以，
我希望自己老了
也能像婆婆一样活得潇洒点。自己开心，
身边的亲人也会过得舒服。

全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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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妈的不同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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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中找二婚

？

同学会上，精心打扮的阿霞主
动跟陈斌套话儿。俩人聊得挺投
缘，
借着酒劲，
陈斌还说起了初中放
学跟踪阿霞的往事。一番话说得阿
霞耳热心跳，
真有点儿回到少女时
代的感觉。在阿霞眼里，
陈斌是极
好的结婚人选。他是国企的高级工
程师，
收入高且稳定，
儿子归前妻不
需照料，父母身体也挺健康，更何
况，
他当年对自己还挺有意思——
二婚里，
这种感情基础太难得了。
同学会后，阿霞经常约陈斌出
来吃饭聊天，陈斌对阿霞也挺上
心，
时不时还接她下班。不过两个
月后，俩人关系没前进，反而倒退
了，
联系越来越少。
原来，
陈斌也想多了解老同学
一下，
跟阿霞试着发展。因为从理
智上，
他很认同她：有社会地位，
赚
钱不少，人品也不错。但是，40 岁
生养了孩子的女人，
那有点儿耷拉
的眼角、略显松弛的皮肤、微凸的

为自己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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