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人的故事，自己的参照物。 亲爱的读者，今天
的故事， 让您有哪些感想？ 您可以发短信或微信至
13783770968，或者加 QQ77658376，和主持人联系。 您
也可以把经历过的故事讲给晚报听，爱情的、友情的、
亲情的，都欢迎，美好的、伤感的、难忘的，都可以。 您
若到来，我定真情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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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倾诉人
方冬明 男 28 岁

本版主持人
本报记者 刘 娜

日渐生情，从不伪装的她对他和盘托出情史；
无法接受，心怀芥蒂的他只想负她逃之夭夭———

珍惜眼前人，少提风尘事
谈谈爱爱情情

开聊之前
“我们在一起后，我要不要对他坦白过去？ ”
聊天中，总有读者这样问我。 嗯，这是个问

题。刻意隐瞒过去，有矫揉造作的嫌疑，貌似不道
德。如若赤诚相见，就能以真心换真情了么？怕也
未必。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步入婚姻的男女都期待
对方过去是纯洁的。 所以，如果你想和一个人白
首偕老，那就不要让他觉得你的过去很复杂。“这
不是伪装么？ ”肯定又有人跳出来问了。 嗯，伪装
确实也不好。我想说的是，你若珍惜眼前这个人，
就尽量少提过去风尘事。 毕竟，一味拿自己的坦
诚去考验他人的胸怀，说到底也是件不靠谱的事
儿。

不信，就一起来听听方冬明的故事。

她的不装不作，让他一度心动
如果爱一个人，是否

就不要在意她的过去？如
果放不下她的过去，是否
就该早早退出？ 这些天，
这些问题就像打不死的
小强，天天在我脑海中嗡
嗡作响，折腾得我无法安
睡。 昨天，我向小安提出
分手。 她哭着说离不开
我， 说她是真心待我的，
说她从来没有像爱我一
样爱过谁。看着她伤感的
样子，我有些不忍心。 但
转而那个险隘的念头又
占了上风， 我想起了她以
前的情事， 想起她曾经的
那些男朋友。 虽然我不曾
和他们见过面， 但在小安
的反复描述中， 他们一个
个的形象早已印在我的脑
海，让我挥之不去。

22 岁之前，我没有谈
过恋爱。我不知道这是不
是和我的家庭有关。我出
生在南阳农村，父亲在镇
政府上班，以微薄的工资
供养我和妹妹读书。曾被
誉为“镇花”的母亲原本
在位于镇上的一家国企
上班，下岗后自己做小生
意。 我自幼和母亲疏远，
这原因一方面是自我们
年幼起她就与父亲感情
不和，另一方面是自我记
事起就总听到她给我们
家惹来的风言风语。作为

儿子，我这样评价自己的
母亲或许不对。我之所以
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讲我
和小安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我到南
阳城区上班。 认识小安
前，我姨曾把她同学的女
儿介绍给我。我和那女孩
相处三四个月后不欢而
散。 她觉得我沉闷，我觉
得她太装。 所以，2015 年
春天，当我在微信上摇到
小安， 并和她频频说话
后，她的活泼开朗、风趣
幽默、真实可爱，就像一
股春风刮进了我冰冻许
久的生活。

和先前那个女孩截
然相反，小安是个一点都
不会掩饰自己的人。我们
在网上说了一个多月话
后，她提出视频聊天。 但
第一次视频，她就只穿了
件家居服素面朝天地出
现在镜头前。“很自信
啊。 ”我说她。“谁让本姑
娘长得好看。”她回答。我
承认，素颜的小安也是美
的。 她皮肤白皙，小脸大
眼，秀发披肩，完全符合
我心中女神的模样。“早
点遇见你就好了。 ”我由
衷地说。“唐僧取经还要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只
要 有缘 何 时 遇 见 都 不
晚。 ”她幽默地说。

她的赤诚相待，让他不知所措
“说再多的话，都不如见一

面来得实在。 ”小安说。 去年夏
末，我们见了面。 现实中的小安
比照片上还要好看。 虽然是第一
次见面，我们却相谈甚欢。 我想，
这主要是因为小安说话有趣，善
于从别人的话中找到话题，也特
别会替别人考虑。 20 多年了，我
第一次在女孩面前真实地表达
自己，也第一次发现聊天是这么
一件有趣又美好的事。

此后，我们常常见面。 吃饭，
看电影，喝酒，出去玩。 自然而然
地，我们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我
发现说话没有遮拦的小安，其实
是位善良体贴的女孩。 她特别能
包容人， 从不无端生有莫名猜
忌。 我在机关上班，有时难免遇
到一些看不惯的事儿，她总能换
一种角度看问题， 让我豁然开

朗。
但我们的相处也有令我不

舒服的地方，那就是她说话没有
遮拦，且总爱拿我和她的那些前
任作比较。 我知道，她说这些话
时完全无心， 有时甚至是玩笑
话，但我听后总要难过许久。 令
我最难以接受的， 是她太贪玩，
且在网上和别的男人说话过于
随便。 有一次，她和一男同学聊
天，说黄段子聊色情话，嘻嘻哈
哈没有正经样儿，我气得和她大
吵了一架。 我不知道是我太敏
感，还是她生性如此。 但我总会
为这些生气，进而觉得她是个放
荡又随便的女人。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在我
脑海中无法抹去，并在小安一次
次有意无意地追忆过往中日益
牢固。 我想，小安是在乎我的，甚

至说她爱我也未尝不可。 从她为
我做饭的快乐神情， 从她为我买
这买那的举动， 从她在我面前真
实自如的状态， 从她愿意为我生
两个孩子的长远规划中， 我都明
确感受到了这一点。 问题或许在
我身上。因为，我一想到我们的将
来， 眼前总是横亘着小安曾经的
一个又一个男人。 他们就像魔鬼
一样不停地提醒我， 小安是个随
便的女人， 是个爱情观和我迥异
的女人， 是个有可能像我母亲那
样惹来风言风语的女人。 一想到
这，我就没有勇气与她共度一生。

是我太自私么？ 是我太狭隘
么？ 还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真正爱
过小安？ 我该放弃这段感情呢，
还是该珍惜这个女孩？ 谁能告诉
到底该怎么办？ 我想听听大家的
意见。 ②1（本期倾诉人为化名）

她的坎坷情史，让他难以释怀
小安在一家私企上班，比我

小一岁。 我喜欢她的真实可爱，
沉迷于她说话的方式，平生第一
次陷入网恋。 我自认懦弱，没有
什么本事， 没有勇气向她表白。
有那么两三个月吧，我们只是在
网上说话。 我给小安讲了自己的
家庭、工作和梦想，小安也给我
说这说那，并不避讳谈自己过往
的情感经历。

客观地说，小安是个情感丰
富又敢爱敢恨的女孩。 高中时，
她就和初恋的男生好了。 高二那
年，16 岁的她还怀了孕。 她想把
孩子生下来， 父母逼着她打胎
后，并给她转了学。 此后，她就成
了一位叛逆的女孩。 高考后，她
的初恋考进西安的重点大学读
书，她只在南阳读了大专。 时间
和距离，最终让她那段难忘而痛

苦的爱恋画上了句号。
和初恋分手后，小安喜欢上

她的一位大学老师。 老师有家
室，拒绝给她希望，骄傲的她感
到受辱，开始放纵自己。 为报复
老师，她就和班里一位四处惹事
的坏男生好了。 跟着坏男生，她
一度荒废学业，抽烟喝酒，上网
打群架，差点被学校开除。 后来，
她觉得自己不爱坏男生，不过是
不知如何安放自己，就渐渐和坏
男生断了往来，并因此招致对方
两次遭殴打也不屈服。

大专毕业后，她回西峡老家
教过一年书，和中学时一位暗恋
她的男同学在一起了。 那男同学
的家在县城开两家发廊，手里有
些钱，就让她辞掉工作去店里帮
忙。 她 25 岁那年，两人一度谈婚
论嫁。 但很快，小安发现那男同

学爱嫖，就毅然离开他到南阳一
家私企上班。

小安告诉我， 认识我时，她
刚离开一个已婚男人。 那男人是
她所在公司的一个中层。 在一起
的小半年里， 他对小安不错，还
带着她四处见朋友。 直到有一
天， 小安问他会不会离婚娶她，
他想都没想就说“不会”。“我虽
然不怕爱上谁，但也从不执意去
爱谁。 ”小安说，她不喜欢太装的
人，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言无不
尽，是她做人的原则。

我喜欢她的坦率真实，惊讶
于她坎坷的情史，又不可抑制地
依恋上这种分享了彼此秘密后
特别渴望走近的情感。 我觉得自
己爱上了网络里那个敢爱敢恨
敢言的小安，但现实中又做不到
对她的复杂经历坦然接受。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