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贰柒 制图

手记>>>

毫无责任感的丈夫与幸福的婚姻

是两条平行线
一分荣誉， 十分责任。 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就能取得多

大的成功。

责任感对男人而言， 很重要， 如果他敢于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

后果， 那他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优秀男人。 因为无论他能力大小， 男

人最重要的永远是担当。 两个人确立恋爱关系乃至成立家庭， 在一

起需要的是信任， 如果没有太多猜测和狭隘， 不缺责任和担当， 一

定会很幸福。

所以， 很多女人都想在结婚的时候， 找一个有责任感、 人品好

的男人， 因为责任感和人品是婚姻当中的保护伞。 爱情婚姻里， 没

有责任心的人是无根之萍， 不值得你爱。 就像本故事里的臣博那

样， 让深爱自己的好女人慕雪和年迈的父母都受到了相当大的伤

害。

有些男人在恋爱对象面前， 平时说话很好听， 甜言蜜语， 但

是， 在恋爱中一遇到挫折或者阻力， 就往后退， 要不干脆用分手的

方式， 逃避眼前的困难。 这样的男人， 只能共享福， 不能共患难，

毫无责任心。 遇到这样的恋爱对象， 还是尽早离开吧。

我俩那时没登记， 还不是合法夫妻， 所以本

想把肚里的宝宝到医院去打掉， 但当时一有这方

面的念头就立刻掐掉了， 孩子是无辜的， 我打定

主意要生下他， 即使受再多的苦也在所不惜！

按说我俩都有了小生命，他应该收收心，担当

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来， 可臣博没装几天就

故态复萌， 不但对我这个本就非常辛苦的孕妇态

度很不耐烦，而且还不断地要钱以供其挥霍花销。

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 我咬牙忍了， 每天都

挺着大肚子赶两辆公交车上班赚钱， 因为在臣博

的劝说下， 我和他在市郊处租了套小房子同居

了， 他当时美其名曰说我俩在外单独住这样使他

能更好地照顾我。 事实正相反， 搬出来应该说我

照顾他还差不多， 我这个孕妇不但是他的保姆，

伺候他吃喝， 还要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他。

我怀胎十月的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了， 是个漂

亮的女儿。 虽然现实中烦恼的事情一大堆， 但我

们全家都沉浸在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中。 我父母和

哥哥赶到我俩租住的小屋， 看到脸色苍白的女儿

抱着一直饿得哭个不停的外孙女琳琳， 心疼得泪

都下来了， 都没给臣博好脸色看， 连一向对他和

善的父亲也怒了， 他俩非要把我和琳琳带回到自

己家里照顾。 可臣博不愿意， 当天双方险些引起

肢体冲突， 我当时也在生臣博的气， 因为他对女

儿实在是不好， 于是狠狠心随父母走了。

那时臣博自己早没了生活来源， 就靠我和他

父母日常接济度日， 那个汽修店的工作他早不干

了。

一晃三个月后， 臣博打电话约我出来， 宣称

自己要做生意， 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区里粮食局

他认识熟人， 自己过一段出差到外地粮食产区去

进大米， 销路没问题， 出差一回来就和人签订合

同。 但苦于没有本钱， 想一下子从我这拿 10 万

元做本钱。 我那时候还哪有钱呀？ 但还是毫不犹

豫地把自己的全部积蓄 1 万元给了他， 他又游说

我向我母亲借剩下的钱。

他不配为人父

他骗我们的血汗钱

挥霍一空
我父母当时工资都很低， 我母亲 50 ?退休

后， 要强的她就在服装市场里租了个摊位批发童

装， 时常风里来雨里去地进货， 非常辛苦， 不过

还是赚了一笔小钱。 谁想到臣博看他自己父母和

我这儿掏空了， 就把主意放在了我母亲那儿， 我

当时怎么能想到他的险恶用心呢？ 于是回家就苦

苦哀求母亲， 经过父亲和我地不停劝说， 母亲只

好凑出了原先打算进货的 9 万元货款借给了他。

结果， 我们一家人苦苦攒了很长时间的这 10 万

元打了水漂， 气得父母双双病倒。 后来赵叔叔打

电话来赔礼道歉， 在电话里捶胸顿足地嚷嚷着：

这个逆子， 我和他妈要和他断绝关系！

原来臣博已经向他们老俩口骗走了一辈子省

吃俭用的 20 万元存款，还不知足，又骗走我们 10

万，然后就拿着这 30 万元和新的相好潇洒地去欧

洲坐邮轮去了，回来后又绕了大半个中国到处玩。

我当时就对臣博已经心灰意冷了， 我父母更

是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只是苦了女儿琳琳从小就

在没有爸爸的环境下长大。 我们两家都被臣博害

得很惨，赵叔叔老俩口更是家徒四壁。所以臣博借

我母亲的 9 万元也不用他俩还了， 因为有愧于我

家，赵叔叔他俩后来尽量避免和我们接触，也没脸

再和我们联系了。 至于我和臣博， 则干脆断了联

系。

再后来知青回沪政策出台， 父母和我离开了

南昌这个伤心地，回到了上海定居，据说臣博当初

那个女友早就和他断了，以后他也没再找女朋友。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我以前柔弱的性格

早已变得坚强独立。回沪后我开了家小公司，赚钱

后趁房价低时及时给自己和父母分别买了一套房

子。 我现在不敢奢望感情，天天劳累并充实着。

现在， 琳琳已经念初三了， 臣博前一阵主动

联系过我， 说他现在已有了工作， 在一家理财公

司工作。 尽管 15 年已经过去了， 但自己还是放

不下这段感情， 两人再重新开始吧！ 可我还是毫

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理由是当初他对我的伤害忘

不掉。 当时迁就他只是因为爱他， 但现在已经不

爱他了， 何必再彼此伤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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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丈夫让我心寒
□口述： 慕雪 记录： 一帆

梁启超曾经说过：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 才能知

道尽责任的乐趣。 一个男人， 他可以地位不高， 但应该

顶天立地， 可以长相平庸， 但应该胸怀坦荡。 可以没房

没钱没地位， 但应该有担当和责任。 须知： 一个男人到

底值不值一个女人去爱， 并非是金钱， 而是有没有担当

以及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善良的慕雪本来有着幸福的人生和灿烂的前途， 但

因为遇人不淑， 使她过早地尝尽了人生的苦果， 赌上了

一生的幸福和快乐。

我是 “70 后 ” ， 有个哥

哥 。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很

穷， 但父母和哥哥就像对待小

公主那般从小呵护着我， 久而

久之， 我娇生惯养的性格就这

样慢慢养成了。

我父母是上海知青， 在江

西插队时认识并谈恋爱了， 后

来组成了家庭， 又有了哥哥和

我， 并在南昌定了居。

大约在我四五?的年龄，

父亲和五六个上海的知青好

友， 都是来到江西插队的上海

知青， 一般每个月都要聚餐一

次。 那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贫

乏， 聚餐时没啥好吃的菜， 但

大家都非常快乐。 当然最欢乐

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了。 其中

有一个大我 2 ?的小哥哥对我

很好， 也十分照顾我， 他就是

臣博， 是父亲最好的朋友赵叔

叔的小儿子， 臣博和我都是家

中老小， 他有个姐姐。 我和臣

博就这样一起慢慢长大， 小学

和中学又在同一学校， 从小就

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臣博人很聪明， 长得又帅

气， 可就是不用功， 所以他成

绩从来都没好过， 而我呢， 成

绩一直都不错。 他上中学后又

和学校一些不三不四的坏学生

混在一起不学好， 不过却像保

护自己亲妹妹般地照顾我。

很快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

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

大学， 而臣博却只上了职业专

科学校， 不过学历的差距并没

有加深我俩的隔阂， 上大学那

几年， 我俩更是频繁地约会，

自己的心更是挂在了他的身

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

进出口公司当售后服务， 虽然

工作非常辛苦， 但收入还是挺

丰厚的。 臣博职专毕业后分配

到了一家汽修厂当工人， 干了

不到 9 个月， 因为迟到早退表

现不好， 被厂方辞退了， 然后

就待业在家， 心安理得地当起

了 “啃老族”， 平时都是睡到

自然醒， 和小区不三不四的待

业青年混在一块儿， 这样的日

子一过就是一年半。

无奈， 赵叔叔通过单位同

事的关系， 把臣博安排到进单

位里当了一名保安。 可臣博仅

仅干了 2 个月不到， 嫌累挣得

又不多， 就辞职不干了。 此后

赵叔叔又帮着联系过几家单

位 ， 但臣博总说 “不想干 ”，

直到后来赵叔叔最后通牒， 他

逼得没办法， 勉强到了一家路

边小汽修店当店员， 但心思根

本不在工作上， 工作状态很不

好， 得过且过。 他工资很低，

平时又花钱大手大脚的， 经常

和社会上的狐朋狗友胡吃海

喝。 这时， 他就想起我来， 总

会用各种花言巧语和借口从我

这儿骗去不少钱去外面大吃大

喝。 当时的我是傻丫头一个，

对他又是一心一意， 对他的这

种没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恶劣表

现视而不见。

他是我的青梅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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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打起了“小九九”

我 24 ?生日当天， 臣博

早早地在我所在公司的门口等

我下班， 接我去一家附近的中

档酒家去吃饭为我庆生， 而且

付账时还一反常态地自己抢先

付了钱。 吃饭时我在他鲜花、

蛋糕加美酒的攻势下， 幸福地

喝醉了， 之后就迷迷糊糊地受

他的摆布。 事后依稀记得他在

附近宾馆开了个房间， 然后就

和浑浑噩噩的我上了床。

我家的家风是很保守的，

而且当时恋人之间的行为没那

么开放， 以前谈恋爱时我俩之

间仅限于拥抱和亲吻 。 第二

天我一醒来 ， 面对我的指责

和恐惧 ， 臣博依然用他的甜

言蜜语抚平了我 ， 当时我就

想 ： 反正恋人间最亲密的事

情已经发生了， 即使他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也罢， 我就这辈子

认准他了。

过不了多久， 令我惊恐的

身体反应还是发生了： 以前月

经正常的我出现了停经症状，

还有恶心呕吐、 腰酸等症状，

即使再迟钝的我也意识到自己

有可能怀孕了 。 忙去医院检

查， 果不其然， 真的有了！

为什么唯一一次和臣博上

床， 就会 “中奖” 呢？ 其实当

时并不笨的我有了大概的猜

想， 把他约了出来让他把那晚

的实情告诉我。 臣博刚开始还

想继续说谎话蒙我， 但在我之

前从未有过的冷然眼神注视

下， 还是败退了， 告诉了我实

情。 他当时还是很在乎我的，

但清楚我母亲素来看不惯他，

不同意我俩的交往， 为了想生

米煮成熟饭， 先把我弄上床，

我俩有了孩子， 让我妈只好哑

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因此他

当晚特意没做保护措施。 真相

大白， 在我气愤难挡下， 他一

把鼻涕一把泪， 用温情和可怜

巴巴的姿态打动了我， 自己再

一次地原谅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