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敏的故事用一句话简单粗暴地总结， 就是

金钱惹的祸。

他和小欢发达之前， 恩恩爱爱， 相濡以沫，

以至于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 但是， 当生活渐

渐好了以后， 他们反而心生嫌隙， 开始各自打着

小算盘， 各自为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利益考虑， 以

至于夫妻间失去了相互信任， 甚至 “反目成仇”。

其实， 钱敏和小欢的故事， 并不是个例。 很

多夫妻都是可以共苦， 却做不到同甘。 并不能简

单地给他们定性好或坏， 这不过是人性的真实反

映罢了。

当然， 人性虽然如此， 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希

望因为钱而闹得夫妻感情不和。 对幸福婚姻的追

求还是占主流的。 那么， 就需要在金钱和情感中

学会取舍。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所以， 以钱敏目前的状

况， 要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是亲情还是

金钱。 如果要亲情， 那就不要心疼钱， 把骏骏当

成自己的孩子， 该帮的还是继续要帮， 不要有吃

亏的想法。 毕竟， 骏骏和小欢让钱敏体会到了家

庭的温暖， 亲情的可贵。 如果要金钱， 那么就做

好失去这份亲情的心理准备。 希望钱敏能想清

楚， 做好选择， 并且落子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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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取舍

在骏骏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年，

小欢决定放弃原来的工作， 去做保

险销售。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希望她做这

份工作， 因为太辛苦了。 小欢原来

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 但胜在稳

定、 轻松。 但小欢态度却很坚决。

她说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为

骏骏的病情， 将来一定要用很多

钱， 有赚钱的机会就一定要紧紧抓

住。 她这样说， 我只能同意了。 我

知道， 小欢的脾气很倔， 她认定了

一件事那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

做， 任何人反对都没用。

但我还是叮嘱她， 不要搞得太

辛苦了， 毕竟， 骏骏还需要照顾。

如果把自己的身体先搞垮了， 那到

时候谁来照顾孩子呢？

我的话让小欢很是感动。 她说

她这辈子嫁给我是嫁对人了。

小欢本来就吃得起苦， 干保险

之后， 她更是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

极致。为了谈成一个保单，她可以无

数次地“厚着” 脸皮去拜访客户，

刮风下雨也不间断。 她每天总是一大

早就出门， 经常深更半夜地才回来。

回到家， 累得连话都讲不动了。

我心疼她， 承包了所有的家务，

还要照顾骏骏的生活起居， 关心他的

学习。 晚上不管多晚， 我也要等小欢

回来才能安心去睡。

而因为我的关心， 小欢工作得也

更卖力了。 她说不能辜负我的付出。

虽然那段日子过得很辛苦， 但因

为夫妻两个有共同的目标， 又互相体

谅， 所以并没觉得多苦， 反而我们的

感情比以前更深厚了。

因为小欢的努力， 她很快就成了

公司的金牌销售。 收入也快速增长。

年终， 当我们一起核算她这一年的收

入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 只要努力， 收获远远会超出我

们的预期。 刹那间， 我忽然有些蠢蠢

欲动， 我也想赚钱， 也想像小欢一

样， 赚很多很多的钱。 不但可以改善

自己的生活， 也能提高儿子的生活质

量。 这么多年我不在他身边， 我觉得

自己作为父亲， 亏欠孩子太多了。

我支持小欢，她成为金牌销售

贰柒 制图

有钱了，我们却反目成仇
眼看着小欢收入越来越高， 我

们家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我向

小欢提出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没想

到， 小欢非常支持。

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 开起了

自己的公司。 因为我和小欢工作都

忙， 为了更好地照顾家里和骏骏，

我们请了专职保姆。 没有了后顾之

忧， 我放开手脚， 把所有的精力都

放在了工作上。 而小欢也没有食

言， 在各方面都对我无条件地支

持。 从资金到人脉到资源， 有了她

的鼎力支持， 加上我自身的不断努

力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居然有

那么大的潜能， 很快就把公司搞得

蒸蒸日上， 生意红红火火。

我和小欢的家业呈几何形增

长， 有了钱， 我们重新置业， 在市

中心黄金楼盘买了一个近三百平方

米的大平层。 车子也换成了百万级

别的豪车。 亲朋好友们都羡慕我们

事业有成， 生活富裕。 我觉得自己

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扛起家里的经济

担子了， 因此几年前我就让小欢辞

职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

而这么多年过去， 骏骏也长大

了。 因为身体原因， 我们对他也没

有很高的要求。 大专毕业后， 我通

过朋友关系， 给他找了一份虽然收

入不高但足够轻松的工作。

后来他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我又出资帮他买了一套婚房。 儿媳

学历不高， 一直在外打零工， 收入

也只够勉强养活自己。 如果靠他们

两个自己， 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

家。 于是， 从他们结婚开始， 我每

个月都会给他们一笔生活费。 尤其

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这个做爷爷的

更是承包了孩子所有的开销。

说心里话， 开始我还不觉得什

么， 但这两年随着自己年龄渐大，

我也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虽然公

司盈利状况还不错， 但是我明显感

觉精力不如从前， 已经没有了冲劲

和奋斗的动力。 我担心再过几年，

自己没有能力赚钱了怎么办？

本来我再过几年也就到了退休

年龄， 我不得不未雨绸缪， 开始为

将来打算。 如果以我现在的情况，

没有什么负担的话， 存一笔养老的

费用问题也不大。 但是， 骏骏一家

三口要靠我来养， 这确实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 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 医生

也已经明确了骏骏的病情不容乐观，

再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 可就是

这种情况， 骏骏还打算着再生个二

胎。 这个想法我实在无法理解。 我觉

得他不但是对孩子不负责， 更是加重

了我的负担。 原来承担他们一家三口

的生活我已经很累了， 现在再加一个

孩子我怎么办？

可小欢却根本不体谅我的难处，

她还很支持骏骏的想法。 按她的说

法， 骏骏身体不好， 将来也不知道怎

么样。 多个孩子以后也是他血脉的继

承。 她的话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 可

是我觉得她这就是自私。 她只考虑了

骏骏， 考虑了她自己， 却从未考虑过

我。 天伦之乐是他们在享受， 拼死拼

活赚钱养家的却是我。

仔细想， 我这些年为骏骏做了这

么多， 但我自己的儿子又享受到了多

少呢？ 除了过年过节多给他点红包，

其余的我并没为他做过什么。 即使我

给他点钱， 和骏骏的房子、 车子、 全

家的开销相比， 也是杯水车薪。

这样想想， 我就觉得对不起儿

子， 所以我向小欢挑明了反对骏骏再

生一个的想法。 并明确告知如果他一

意孤行， 我绝对不会管他的二胎。

为了此事， 小欢很不开心。 她话

里话外地敲打我， 说我自私， 不肯管

骏骏。 还暗戳戳地提醒我， 我是怎么

发家致富的。 这让我非常不爽。 也毫

不客气地让她认清现实， 她只是带我

入门， 后面靠的还是我自己的努力。

前段时间， 儿子偶然在我面前提

起他看中了一款 50 万元左右的车。

我知道他自己并没购买的实力。 于

是， 我主动提出帮他买。 儿子非常开

心。 其实我一半是舍不得儿子， 另一

半原因也是不想把钱留给骏骏生二

胎。 但小欢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

她非常不开心， 虽然没有明说， 却老

是嘀嘀咕咕不要宠坏小孩子， 该用的

钱才用， 不该用的就不要用。 我又好

气又好笑。 说来说去就是她儿子身上

就该用钱， 我儿子身上就不能用。

我和她陷入了冷战。 为什么小欢

会这么自私？ 为什么曾经的苦日子我

们都一起熬过来了， 如今， 日子好过

了， 我们反而反目成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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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夫妻，为何能共苦不能同甘
□口述： 钱敏 记录： 林可依

钱敏和妻子小欢在结合前， 都曾有过一段失败

的婚姻。 正因如此， 两个人刚在一起时， 便商定要

好好过日子， 彼此珍惜， 互相照顾， 不再重蹈当年

的覆辙。

婚后， 两人努力打拼， 终于挖到了第一桶金，

并逐渐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然而就在日子越过越好

时， 却开始渐渐产生了矛盾， 彼此开始猜疑、 防

备， 甚至明争暗抢。

眼看着彼此间再也没有了信任， 钱敏不由得怀

念起那些共苦的岁月来。 为什么有钱了， 反而不能

同甘了呢？

认识小欢之前， 我们

两个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

姻。

我和前妻是高中同

学， 从那时就开始谈恋

爱。 都说年轻时我们不懂

爱情， 那时我喜欢前妻

的活泼开朗， 前妻喜欢

我幽默有趣。 并没考虑

过多的其他问题。 因为

是早恋， 我们的恋情遭

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但越是如此， 我们越是

叛逆， 偏要在一起。 大

学一毕业， 我们便匆匆

忙忙地结了婚。

结婚后， 每天面对柴

米油盐的现实生活， 激情

很快便被冲淡了。 婚后第

三年， 儿子呱呱坠地。 经

济压力和生活压力一下陡

增。 我和前妻之间的矛盾

也日益突出起来。

前妻虽然性格外向开

朗， 却不是个适合过日子

的人。 她不擅长家务， 家

里经常弄得乱哄哄的， 什

么都要等我回来收拾。 而

且她也不爱做饭， 经常带

着儿子回娘家“混”。 只

是苦了我， 每天下班回

来， 锅清灶冷， 老婆儿子

也不在身边， 和单身汉没

什么区别。

就这样过了四五年，

我实在无法忍受前妻的不

负责任， 向她提出了离

婚。

前妻一向性格强势，

自我感觉良好， 看我这

样， 自然不肯低头。 所以

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

样， 一段曾经轰轰烈烈的

校园爱情最终走向了终

结。

其实那时我是很想争

儿子的抚养权的。 我觉得

像前妻这种生活态度， 一

定照顾不好儿子。 可前妻

却死活不同意。

考虑到她是孩子的母

亲， 最后法院还是把儿子

判给了她。 虽然心里万分

不舍， 但我也没办法， 只

能一个人离开了曾经的

家。

校园恋情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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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小欢母子的精神支撑
和前妻分手后， 过了

没多久我就在朋友介绍下

认识了小欢。

小欢和前妻是截然不

同的类型。 她学历不高，

长相也很普通， 加上为人

朴实， 几乎不怎么打扮自

己， 和前妻的讲究形象形

成了鲜明对比。 但小欢身

上却有着前妻不具备的优

良品质： 她吃得起苦， 勤

俭节约， 持家有方。 给人

感觉特别踏实。 我和她在

一起， 觉得很有安全感。

有了前妻的前车之

鉴， 我明白找老婆就是要

找小欢这样的。 虽然不够

浪漫， 但却是过日子的理

想人选。 我早就过了冲

动、 激情的年龄， 只想安

安稳稳地找个人一起过好

每一天。

就这样， 我和小欢又

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

小欢之前也有过一段

失败的婚姻， 老公脾气不

好， 甚至还会对她家暴。

因此， 小欢坚决和他离了

婚， 还带走了儿子。 小欢

的儿子骏骏比我儿子大两

岁， 已经读小学了， 是个

很文静的男生， 平时不声

不响， 还蛮乖的。 就是身

体比较弱， 经常生病。 因

此小欢特别疼爱他， 舍不

得留给前夫。

我们结婚时， 两个人

就对彼此发誓， 以后一定

要互敬互爱， 彼此扶持，

再也不让第一段婚姻的悲

剧重演。 我们彼此尊重，

彼此关心。 我对她呵护备

至， 她对我嘘寒问暖。 对

骏骏我也视若己出， 尽自

己所能爱护他， 照顾他。

因为自己儿子不在身边，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他看

成和自己的儿子一样。

骏骏上初中时， 被确

诊患了很严重的肾炎。 小

欢一时受不了这样的打

击， 经常背着骏骏悄悄地

抹眼泪， 情绪非常不稳

定。 我一方面要抚慰她，

一方面还要陪着骏骏到处

求医问药， 精神负担也很

重。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

强打精神， 撑起了这个

家。 因为我知道， 我是男

人， 是这个家的一棵树大

树。 我在精神上千万不能

倒， 我一倒， 这个家也就

完了， 小欢和骏骏也都完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