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地下情人滋味不好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才知道做情人的滋味并不

好受，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是情人， 当着别人的面

是上下级关系， 每次的约会都是忐忑不安， 像做贼

似的。

我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不再满足， 尤其是做已婚

男人的情妇更不公平： 晓逸有家有室， 而自己又不

能真正拥有他。 只有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我才觉得

比任何人都幸福， 感觉晓逸的一切归己所有。 可晓

逸一旦离去时， 便感觉自己孤独寂寞， 一无所有。

在休息日时，我约晓逸陪自己逛街、游玩，可晓

逸总推脱自己有这样那样的事，没时间。有一次照例

得到晓逸的拒绝后，我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越想越

发呆，越发呆越苦闷，就独自一人漫步在淮海路的街

头， 希望借用熙熙攘攘快乐人群的热闹氛围排解自

己心中的孤寂忧愁。猛然一抬头，竟然看到晓逸和妻

子和他可爱的女儿有说有笑地迎面走来， 泪水立刻

打湿了我的眼眶，我又不得不立刻躲起来，免得让他

妻子撞见我那时的伤心，增加一分尴尬和疑心。

默默看着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背影， 突然感

觉到自己真为自己不值。 自己给晓逸全部的一切，

可他付出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那些有家有室的男人

找情人， 其实就是想找平淡生活外的一份刺激和一

份贪心， 借着情人来寻找自己的除循规蹈矩的另一

种疯狂， 而自己的妻子家庭又不想丢掉。 婚姻围墙

外的女人并不是他真正的意图， 只是他们的婚姻生

活欠缺了浪漫的情调， 或是动人心魄的激情， 因而

会在情人身上找寻那些东西。 他有空有需要就能来

找你， 你需要他却不能去找他， 和这样的男人谈爱

情的不等式恋爱真的好痛苦、 好无奈。

有时，我想与晓逸结束这种关系，但又下不了决

心。担心一旦做出决定晓逸将如何对待自己。可这种

关系不早早终止，这个情人的位置要做到多久？晓逸

是不会丢下自己的妻儿离婚来娶自己的。那么，这又

意味着我与晓逸的关系只能停留在不能公开的暧昧

之中。 自己的路才刚刚开始， 将来肯定要结婚生孩

子，这种不能公开的恋情又如何能保持长久呢？

B4 情感档案

遇上他是我今生最大的劫
□口述： 虹蕊 记录： 一帆

由于虹蕊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并陷入情感的漩涡中

无法自拔， 她成了难以启齿的 “小三”。

其实细分开来， 做 “小三” 的女人不尽相同， 她们

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占多数， 是为了金钱与权利不惜

做第三者， 而另一种则是为了所谓的 “真爱” 或人格崇

拜之类的， 虹蕊属于后者， 以至于她后来终日与寂寞和

患得患失为伍。

对他的爱让我无法自拔

可是今年年初， 一切却突然变了。 晓逸开始躲

我， 也不再和我单独相处， 我知道， 他在以这种方

式暗示我， 他已经想“刹车” 了。 回到家后， 我哭

了好长时间， 发微信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

始终不回答， 保持沉默。 痛苦、 失望之下， 我决定

不再理他。

到了 6月份， 正当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的时

候， 有一天，晓逸突然找到我，对我说：“这一段时间

委屈你了，可我也没办法。我是个工人家庭出来的孩

子，起点低，到了公司高层这一步实在不容易。 我马

上就要调到台里当副台长了， 这是敏感时期， 生怕

在生活作风上栽跟头， 所以只能和你保持距离。 其

实我的心你也知道， 我是爱你的呀！” 我冰冻的心

马上被融化了， 重新拾回了对爱情的希望。

我没有想到， 他当上副台长之后， 依然躲着

我， 电话也不接。 好不容易有一次他接了电话， 我

质问他为什么仍然躲着我， 不给我打电话， 也不接

我的电话。 可他却没好气地对我说， 这是他的自

由， 你管不着！ 我又一次被气蒙了， 他的冷漠刺得

我的心隐隐作痛， 心力交瘁， 决定放弃。

可是 7月份， 晓逸又突然打来电话， 说挺想我

的， 要约我出去吃饭。 我实在是捉摸不透他， 想断

然拒绝以维护自尊， 可是嘴巴一张开却又身不由己

地答应了。 但正如我所怕的那样， 我俩关系缓和了

没几天， 他又不理我了。

我们之间总是这样， 他对我招之即来， 挥之即

去。他找我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就希望我立即出现。可

我想他的时候，他就能找出很多理由推辞，甚至毫不

客气地断然拒绝。 我已经快到 30岁了，第一次对一

个男人如此动心，可是没想到爱得越深，受的伤也越

深。前不久，我打电话找他，他很不耐烦，我的心完全

碎了，当时就觉得自己被这个男人判了死刑。我对他

说，那就算了，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和晓逸彻底分手后， 我就病了， 呆呆地躺在床

上想他， 想到高兴处就笑、 伤心处就哭。 最近， 他

又给我打电话了， 让要来我家来看我。 好友们都劝

我不要再理他了， 说他在利用我做婚姻之外的调

剂， 可我就是放不下他， 最终还是答应了。 一次又

一次， 我总是被他俘虏……

他高升后对我忽冷忽热

两年前有一部热播的电视

剧 《我的前半生》 大家可能都

看过吧？ 由实力演员马伊�9、

靳东 、 袁泉 、 陈道明 、 雷佳

音、 吴越等主演， 主要讲述的

是由马伊�9饰演的女主人公、

家庭主妇子君沉溺在养尊处优

的生活中， 丝毫没有察觉到潜

藏的婚姻危机， 直到一日平时

看似老实本分的丈夫陈俊生突

然提出离婚， 因为他的同事凌

玲充当了 “小三”， 对结婚八

年的子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

雳， 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

实， 一心想挽回俊生， 可俊生

心意已决……子君在自己和凌

玲争夺丈夫的斗争中完败， 而

后终于大彻大悟， 自己投身职

场、 自强自立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也折射出了现

实中 “小三” 的泛滥和嚣张，

的确， 现实社会中小三成了婚

姻中最大的障碍， 婚姻中提小

三而色变 ， 有多少人利用自

己的青春和靓丽或英俊的外

貌为了物质而放弃自己的努

力和奋斗选择被别人包养， 这

些人必会遭到众人的责骂和谴

责。

本情感故事中的虹蕊没想

到自己付出了真心， 遇到的却

是一个善变的已婚男人晓逸，

她深陷泥潭有自救之心却缺乏

自拔之力， 一面悔不当初， 一

面照旧纠缠不清。 “这种生活

何时才是尽头？” 虹蕊经常自

问道， 其实答案掌握在她自己

的手中 ， 你想几时结束就几

时， 是到了她挥剑斩断和晓逸

这段孽缘的时候了。

手记>>>

别做“寄生虫”

贰柒 制图

我是上海市一所普通大学

毕业的， 在一家制药厂工作，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就在这个

时候， 我遇到了幽默、 乐观、

很有内涵的晓逸。 一次网络电

视台的人去厂里拍专题片， 我

也参加了接待， 殊不知却改变

了我的命运。

晓逸是这家网络电视台新

闻部的副主任， 位高权重。 他

见我亭亭玉立， 气质颇佳， 便

十分欣赏， 在一次拍片的空当

时间问我： “虹蕊， 你愿意到

电视台工作吗？”

我坦率地回答： “当然

想， 可是光想有什么用呀！”

晓逸立刻说： “怎么没有用？

只要想就好办！”

日子一晃过了三个月， 我

接到晓逸的电话， 说这家网络

电视台面向社会招聘新闻节目

主持人， 要我马上去报名。

又过了半个月， 我非常幸

运地被网络电视台正式录用，

在新闻部当起了节目主持人。

我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和尊

重晓逸， 是晓逸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 为了我的调动。 事后从

知情人处才知道晓逸为了我的

调动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使我尽快适应和熟悉

本职工作， 晓逸特别关照， 不

厌其烦地把网络台里多方面的

情况对我作了详细介绍， 并在

业务上进行指导， 甚至为了此

事经常很晚才回家。 他这个人

工作很有干劲， 谈吐幽默风

趣， 常常是他走到哪儿， 哪儿

就会充满了笑声， 在他那里，

我感到由衷的快乐。

我调进这家网络电视台不

久， 晓逸已经升为了新闻部主

任， 因为业绩不错， 公司领导

对他总是赞赏有加， 他又长得

风度翩翩， 不久， 我就有些为

他心动， 他一针见血的观点，

他做任何一件别人认为是小事

时的专注……正当此时， 领导

突然叫我协助晓逸在外地做节

目， 并要去那里开拓市场， 要

和他一起出差到外地， 我的心

不禁激动起来。

到了那个城市后， 出差那

几天， 我们各自分头行动， 但

是， 晚上可以和晓逸一起共进

晚餐， 听他分析整个网络电视

的行情， 听他讲天南海北亦真

亦假的传奇， 听他用细腻的情

感去体会博大的事物， 一天的

工作再忙我也不觉得很累。

他是我事业上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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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自己看他的眼神

越来越迷蒙， 我们在一起时我

的话越来越少， 有时说话会突

然忘记要说什么， 只看着他发

呆。 我主动约晓逸逛街、 泡

吧， 请他到我的房间喝酒聊

天， 像电影里某些女人一样疯

狂， 甚至还要他承认爱我。 晓

逸对我很宽容， 也很暧昧， 但

从他那儿听说了他有一个善良

的太太和可爱的女儿。 白天，

虽然我们还是出去跟客户洽

谈， 晚上我和晓逸则在一块谈

天说地， 有时情到浓处也说着

亲密的知心话。

一个月后， 我们网络电视

节目正式进入了那里的市场。

为了开新闻发布会， 我们公司

的领导带着一班同仁前来助

阵， 而晓逸把太太和女儿都

带来了， 我和晓逸自然是大

功臣， 庆功宴上， 同事们举

杯向我们祝贺， 而我只是死

盯着晓逸一家三口。 还是晓

逸的太太看出我的异样， 问

我是否不舒服， 还叫晓逸把我

送回去。 回到房间心中一阵刺

痛： 我难道真的要成为破坏别

人家庭的坏女人吗！ ?恍惚间

又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暗地里指

责我……

回到上海后， 我越来越迷

恋他， 他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都能让我心神荡漾。 他的幽默

风趣， 让我深深坠入情网。 我

迷失在自己的感觉里， 那感觉

如山崩海啸一般———我， 恋爱

得无法自拔了。 我成了在他背

后默默支持他的小女人， 替他

买午餐， 他情绪烦躁时温柔地

安抚他， 拼命帮他完成本部门

之外的工作……只要是他提出

来的要求， 我都尽量地做到。

我渐渐感到晓逸对我也越

发主动起来， 从他的目光及动

作中， 表露得越来越明显， 而

他也发微信告诉我， 他也喜欢

我。

在一次谈话时， 晓逸把我

的手轻轻握在手掌里， 温柔地

抚摸着。 此时的我没有躲闪，

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只是，

感到心跳得特别厉害， 精神上

非常紧张。 我实在控制不了自

己的激动情绪， 顺其自然地倒

在晓逸的怀里， 没有丝毫地抵

抗能力， 我们自然而然地发生

了亲密的接触。

遇到晓逸我很幸运， 我发

现自己找到了爱也发现了爱。

在晓逸的怀里， 我感到了安宁

和愉悦。 因此， 只要和晓逸在

一起， 我就被一种无法诉说的

幸福包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