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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长不大的周末夫妻
“你说哪有这样的爹妈，把孩子扔给我就不闻不问了。 我每天除了接送孩子，照顾孩子的吃
喝拉撒外，还得帮他们出孩子上幼儿园的钱。”杨奶奶的这些烦心事，逢人就讲，真有些祥林嫂的
样子了。 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得从杨奶奶的儿子杨帆谈恋爱的事说起。

“女高男低”的爱情备胎
杨帆和妻子胡晓霞是高中同学，虽
说是一起长大的， 可却不是什么两小无
猜、青梅竹马。 因为那时，胡晓霞身边就
不乏追求者，和杨帆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最多就算是同班同学。 胡晓霞的母亲是
医院的护士长， 父亲是某大型食品企业
的财务总监，家庭条件很是不错。 再加上
她个子高挑、五官精致，又是班里的文艺
骨干，所以胡晓霞在全校的知名度颇高。
而杨帆在班里属于“中不溜”，成绩中不
溜、长相中不溜、个头中不溜、各方面表
现也是中不溜， 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喜欢
上了胡晓霞， 可始终没能引起胡晓霞的
注意。
真正让杨帆进入胡晓霞视线的是他
俩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又成
了同班同学， 原本就认识的两人自然要
比别人更亲密些， 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
好“闺蜜”。 可胡晓霞压根儿对杨帆没那
方面的意思， 除了每次和男朋友吵架或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杨帆聊天、吃饭、喝
酒排解心中的郁闷外，再无其他。
即便如此， 杨帆还是觉得能经常见
到胡晓霞就是一种幸福， 哪怕是每天上
课时为她占座，帮她做老师布置的论文，
听她唠叨男友对她不够好。 直到胡晓霞
第 N 次和男友分手的时候，情绪失控喝

了不少酒， 之后她扑在杨帆的怀里说：
“还是你对我不离不弃， 从今天开始我
要做你的女朋友。 ”虽说是酒话，可杨帆
的内心为之一颤。 从那之后，胡晓霞对杨
帆的态度也暧昧起来， 既像是在与杨帆
交往，却又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而杨帆
一方面享受着与胡晓霞之间的爱情，一
方面也在忍受着胡晓霞的大小姐脾气、
以及她“骑驴找马”的小心思。
很多人劝杨帆说，“天底下好女人
多得是，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胡晓
霞就是煮不熟的鸭子， 需要你的时候就
回到你的身边，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跑去
和别人谈恋爱，你就是她的备胎。 ”可杨
帆不以为然， 依然执着地等待胡晓霞的
决定，在他看来胡晓霞是自己的初恋，他
无法斩断对她的感情。 而且美丽的女人
有众多的追求者是很正常的事， 而胡晓
霞无论和谁谈恋爱， 最后还是会回到他
的身边， 足以说明他在胡晓霞心中的地
位很重，说明他们的感情经得住考验。
就这样，兜兜转转十几年，杨帆和胡
晓霞都到了而立之年， 胡晓霞因为眼光
太高又有一身“公主病”，所以始终没有
找到更满意的另一半。 家里催她赶紧嫁
人，于是她和杨帆在外人看来“女高男
低”的搭配中结合了。

结婚前的约法三章
杨帆家庭条件一般， 父母都是工
人，早早地退休了，好在他们还算有远
见，早早地买下了一套离家不远的二手
房，房龄不短，大约有二十年，不过地点
位置还不错。 原本他们是想将这套二手
房当婚房给杨帆结婚用。 可是胡晓霞家
里不太同意，毕竟女儿是自己的掌上明
珠，怎么能在这样的房子的结婚呢。 况
且这套房子离胡晓霞的单位太远了，每
天来回路程要 1 个多小时，于是他们提
出，不如把这套二手房卖了，由他们再
拿出一部分钱做首付，买一套晓霞单位
附近的大房子，写两个人的名字。 可这
样，杨帆家里又反对，明明有房子结婚，
何必还要又卖又买再搭上贷款呢？ 况且
杨帆就是个普通的 IT 技术人员，薪水本
就不是很高，如果每个月还要还那么多
的贷款，就连过日子都成了难题，更别
提家庭地位了。 结果，在会亲家的饭桌
上，双方的脸色都很难看，杨帆妈妈嫌
胡晓霞妈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胡
晓霞妈妈也很不喜欢杨帆妈妈市井气
太重。
胡晓霞也不喜欢杨帆家预备的婚
房，老旧小区环境不好不说，房型设计
也很不科学。 想想自己和父母一起住
的大三房，再看看婚后要住的房子，简
直委屈得不行。 心想，等到三十岁，难
道就等到了这样的婚姻么？ 以前交往
的对象随便抓出一个就比杨帆的条件
好，兜了这么多的圈子，怎么还是回到

他的身边呢。 见女儿委屈得掉泪，胡晓
霞的妈妈心也软下来，这要是放在十年
前，她绝不会同意女儿嫁给杨帆这么平
庸的男人。 可现在眼见女儿年龄一天比
一天大， 再托下去恐怕就要找二婚的
了。 虽说，杨帆的条件一般，但对晓霞是
绝对的好；反观胡晓霞曾交往过的那些
男人，虽然家庭条件优越，可人品都有
瑕疵，不是把钱看得太重，就是打定主
意啃老，再者就是四处拈花惹草，而杨
帆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于是，晓
霞的妈妈劝她说：“他们家就那个条件，
见识也有限，不买房就不买房吧。 结婚
以后你们可以住到咱们家来，爸爸妈妈
会照顾好你的。 咱家房子大，将来也是
你的。 不过，你得跟你未来婆婆约法三
章，不能太便宜了他们家。 ”“什么约法
三章？ ”胡晓霞满脸疑惑。 “第一，房子
可以不换了， 但婚礼必须办得隆重，要
在五星级酒店办；第二，婚后，想在那老
房子住就住， 想回娘家住就回娘家住，
她不能干涉，如果将来把那套二手房租
出去，租金得归你们小两口支配；第三，
将来有了孩子，得让他妈带孩子。 如果
她同意这三条，你们就去领证结婚。”晓
霞妈妈笃定地说。
见胡晓霞家退让了一步， 杨帆父
母觉得虽然这些条件听起来不让人
那么 舒 服 ， 但 终 归 不 好 再 提 出 什 么 异
议，毕竟，儿子杨帆等了胡晓霞那么
多年。

■ 文 张凡

结婚后的“甩手掌柜”
胡晓霞与杨帆妈妈合不来的梗在结
婚前就埋下了， 当初杨帆家同意在五星
级酒店办婚礼已经是咬了后槽牙了，只
为了让儿子、儿媳、亲家都满意，不然以
他们平时的持家态度，怎么能接受 3800
元 / 桌的价格再加上 15%的服务费呢？
好在只有 20 桌，狠狠心也掏得出来。 可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胡晓霞竟然和杨帆
擅自做主，定了一间总统套房，度过新婚
之夜，而这一项支出就是 2 万元。 “2 万
块钱干什么不好，哪怕去旅行呢，住一天
酒店有什么美头，真成了穷人乍富了。 ”
杨帆妈妈跟亲戚们念叨着。
结婚后，婆媳矛盾就更突出了，胡晓
霞花钱大手大脚不说，对家务活更是一窍
不通，每次婆婆去给他们送晚饭，都能看
见满屋子的脏衣服，被子也从来没叠过，
饭碗也全都泡在池子里。 这些家务全都
要攒到周末杨帆歇班的时候做。 婆婆心
疼儿子就说了胡晓霞几句， 结果就为了
这，胡晓霞赌气搬回了娘家，同时她也是
一肚子怨气：我为了嫁到他们家，搬到这
个只有 50 多平方米的破房子不说，离单
位和父母家还那么远，每天早出晚归，上
了一天班，回家后当然不想动了。 少干点
家务怎么了，我又不是整天闲在家里的全
职太太，哪像她一样退休在家没事干，当
然整天做家务了。 ”听女儿一通抱怨，晓
霞妈妈也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决定让女儿
搬回家来住，再也不受那个窝囊气。
没办法， 见胡晓霞搬回来娘家，杨
帆也只得跟了过去，原本以为这只是暂
时的， 等胡晓霞消了气就会搬回去，谁
知胡晓霞在娘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住得乐不思蜀。 而他这个女婿俨然一个
外人，回家晚了要看丈母娘脸色，不帮
着做家务要看丈母娘脸色，和晓霞拌嘴
更要受到丈母娘的批判。 最让他无法容

忍的是， 晓霞一家对他和他父母的轻
视， 胡晓霞议论起公婆向来口无遮拦，
而她父母也对此不加以管教和劝说，完
全把他当成了空气。 于是，杨帆也常常
以单位加班为由回自己家住。 久而久
之，小两口变成了“周末夫妻”，也就是
每周末杨帆才回到丈母娘家和胡晓霞
团聚。 两人都觉得这样挺好，胡晓霞喜
欢出去玩，每天下班后无论玩到多晚都
没有老公的责难， 反正是回自己娘家。
而杨帆喜欢打游戏，每天下班无论玩到
多晚都不用看老婆脸色，反正父母把一
切都照顾得妥妥的。 而且他俩把房子租
出去后， 每个月还有 2000 元的租金当
做零花钱，日子逍遥且自在。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胡晓霞生了儿
子之后， 虽说她是在娘家坐的月子，可
她和婆婆之前有约法三章，孩子交由婆
婆带。 就这么着在孩子断了奶之后，就
让婆婆抱回了自己家看，直到周末杨帆
才会把孩子抱到丈母娘家交给胡晓霞。
很多时候，杨帆的妈妈都很纳闷，为什
么别人家的妈妈都离不开孩子，胡晓霞
就能这么长时间对孩子不闻不问，连个
电话都不打呢？ 有一次，杨帆到外地出
差， 胡晓霞有一个月没有把孩子接回
去。 气得奶奶，直接把孩子送了过去，转
身就走。 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很
多作业都要妈妈配合老师完成，可孩子
不仅不想找妈妈，反而把妈妈当成了客
人。 有一次胡晓霞来婆婆家看孩子，临
走时， 孩子竟然对妈妈说：“妈妈再见，
欢迎下次再来做客。 看着孩子对妈妈这
样陌生，胡晓霞倒没什么，奶奶是觉得
一阵阵心酸， 总是念叨着，“宝儿啊，将
来咱们娘俩相依为命。 ”孩子也和奶奶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总是应着说，“对，
我跟奶奶相依为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