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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别人的婚姻阻碍了你的幸福
女嘉宾

父母不幸婚姻让我对家心生恐惧

我遇到了久违的温情

我 11 岁的那年，我爸和我妈就离婚了。
当时我的感觉就像被囚禁的人终于见到了阳光
一样。从我开始记事起，他们就在不停地吵，不停地
闹，吵过闹过后我妈就用扫帚打我，可以说我整个童
年就是在那种特别恐惧特别不安的情况下过来的。
我妈是那种很典型的小市民，很长一段时间她都
全力以赴地和我爸吵架，从来没有想起过她还生过一
个女儿。我想我所有的快乐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被他
们压抑死了。
22 岁那年春天，我认识了苏黎（化名），他大我 15
岁，一个不很高也不很英俊的男人，却让我有一种莫名
的心动。
他伸出的手有宽宽的手掌和粗大的骨节，我想象
着那双手的手心里一定藏着像春天一样的温暖。他
是我们上级部门的一个部门主管，他和我见过的那些
傲气的领导不一样，第一次见他就被那双平和的眼睛
所吸引。
在 他 要 回 总 公 司 之 前 的 那 个 早 晨 ，他 检 查 完 工
作 ，路 过 我 身 边 时 轻 轻 地 说 ：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
话。”我一直等着他的电话，从上午到下午，却都没有
等来，我觉得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就在离下班还有 10 分钟的时候，我站在窗前，看
见他站在大楼外面的书店门口，他穿得特别正式，浅
蓝色的衬衣，藏蓝色的裤子，还打了领带，那是我第
一次在下班的时候有人接。

吃完饭我们走出来的时候，街边的路灯都亮了。
他伸手为我挡着偶尔碰过来的人，所以，当他向我伸
出手的时候，我没有拒绝，很温顺很小心地将手指放
进他的手心，任他紧紧地握住，那一瞬间，我觉得一份
从年幼时代就开始渴望的温暖，悄悄地在我心中如瀑
布一样地漫过。我觉得眼角有泪溢出，我明白这是我
渴望的温情。
从此以后，苏黎总在每个月的月末飞到我这里来，
我们像所有恩爱的小夫妻一样过日子。那几天我都是
一次选购一周的食物，然后就哪里也不去了，我们整天
整夜流连在我小屋里，饿了到冰箱里取冷藏的牛奶和面
包，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爱让我满足，婚姻让我望而却步
我知道这是我的真爱，只要我想要一个名分，他一
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可是，我只能把他当作能陪我打
发寂寞的人。因为父母的婚姻悲剧是我心中无法抹去
的阴影。婚姻是一把枷锁，我害怕那份沉重，只要能这
样拥有现在的爱情我就很知足了。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有一点钱，
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有一个在远方的可以牵挂的男
人。同时我也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随意挥霍，年龄也是
最好的年龄，25 岁，打扮起来，既不显老也不显小，感
觉好极了。
吉雅/口述

嘉宾专访

文静女孩期待对的另一半出现
昵称：小文 籍贯：靖江 出生年月：1988 年 7 月
记者初印象：眼前的姑娘中等身材，皮肤白白的，
说话很温柔，慢条斯理。当记者问她对另一半有何要
求时，
她并没有一股脑说出过多的条件，可见她并不强
势，
为人很好相处。
个人自述：我 163 厘米的个头，体型匀称，是一名
公务员，
在靖江上班，自己拥有独立住房。平时生活就
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由于生活圈子小，环境相对单
纯，加之我性格内向，几乎没有男性朋友，更不用说谈
男朋友了。眼看着自己已经奔三，
对象还没有着落，
心
里很是着急，
每次和父母在一起交流到此事，
我都能感
受到他们是多么希望我找到幸福。
我是长辈眼中的乖乖女，爱好旅游和看电影，
还喜
欢在家烧美味的食物。我希望我生命中的他能够早些
出现，希望他不嫌我闷，能够给我温馨的爱，我们组建
幸福的小家，
然后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心中的另一半：我希望他的身高不低于 172 厘米，
年龄上大我不要超过 5 岁，比我小 3 岁以内也能够接
受，
希望他有稳定、体面的工作，本地人最好，
外地男孩

在靖江附近地区上班的也可以，不要求对方一定要有
房，
希望他有责任心顾家。

阳光暖男等待心仪的姑娘
昵称：棋手 籍贯：
泰州 出生年月：
1984 年 1 月
记者初印象：小伙子一身休闲运动装，体型匀称，
很是阳光活力。与记者交流时，对方很随性，笑容亲
切，
看得出这是个很好相处的年轻人。
个人自述：我身高 170 厘米，在市区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是在编人员，月收入 5000 元以上，在市区城南已
经购得住房。我喜欢运动、读书和旅游，所以业余生活
比较丰富。我性格开朗随和，
喜欢与人相处，
在购房之
前，我租住在城南某小区，与周围的邻居都能打成一
片，邻居们都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还给我介绍对象，
但都无缘最终牵手。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自己也实
在是着急，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温婉美丽的女子，携手步
入婚姻殿堂，组成新家庭，
开启新生活。
心中的另一半：
我希望对方是个真诚善良的姑娘，
不娇生惯养不任性，
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喜欢她面容姣
好，
有稳定的工作，
最好就是泰州本地人。

国企职员 08074 未婚，27 岁，硕士，158 厘米，
喜欢瑜伽、跑步
司机 08075 丧偶，45 岁，中专，160 厘米，喜欢
做家务、旅游
个体户 08076 离异，
40 岁，初中，163 厘米
金融公司部门主管 08077 未婚，30 岁，本科，
164 厘米
教师 08078 未婚，37 岁，研究生，164 厘米，爱
好健身、旅游
教师 08079 未婚，30 岁，本科，157 厘米
公务员 08080 未婚，
30 岁，本科，158 厘米
公务员 08081 离异，37 岁，本科，165 厘米，业
余爱好广泛，
寻三观一致、懂生活的伴侣
教师 08082 离异，32 岁，本科，159 厘米
教师 08083 离异，32 岁，本科，157 厘米，喜欢
看书、
旅行
教师 08084 离异，40 岁，本科，155 厘米
保管员 08085 离异，
43 岁，大专，158 厘米
私营业主 08086 离异，
43 岁，初中，158 厘米
幼师 08087 未婚，35 岁，大专，163 厘米，喜欢
上网、
看书
公务员 08088 未婚，27 岁，本科，164 厘米，喜
欢读书、健身
教师 08089 离异，45 岁，本科，154 厘米，喜欢
听音乐、旅游

男嘉宾

供电公司 09064 未婚，32 岁，研究生，174 厘
米，爱好动漫设计
企业工人 09065 未婚，29 岁，大专，170 厘
米，喜欢上网、听音乐、看书
公司职员 09066 离异，46 岁，中专，175 厘
米，喜欢健身、旅游
企业管理人员 09067 离异，44 岁，初中，170
厘米，
喜欢钓鱼
仓库保管员 09068 离异，50 岁，高中，173 厘
米，喜欢看书、炒股
职工 09069 离异，45 岁，初中，173 厘米
保安 09070 未婚，36 岁，职高，172 厘米
警察 09071 未婚，32 岁，本科，178 厘米，喜
欢打篮球、听歌
农场主 09072 未婚，35 岁，大专，168 厘米，
爱好旅游、听音乐
公务员 09073 离异，38 岁，本科，182 厘米，
爱好健身、阅读
船厂职工 09074 离异，28 岁，高中，182 厘
米，喜欢游泳
教师 09075 未婚，27 岁，本科，176 厘米，爱
好读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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