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渐的， 我和林凡的关系也由原来的甜蜜变
得冷淡。 为了挽救我的爱情，我一再地劝诫自己
要忍住，安慰自己给就给了，大不了我们再努力
赚点。 但是分歧已经存在，眼看着我们的关系越
来越冷淡，我想也许有了孩子，就会有所转变。

我如愿以偿地怀孕了，可是林凡却并没有如
我预期般的有所改变。 因为有了孩子，家里的花
费却越来越大了。 交房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装
修房子的钱，眼看我就要生产，不得已我又像我
父母借来了五万元装修房子。 当时，林凡也支持
我的做法，他说这是借的钱，一定会还。

现在，孩子已经快一岁了，但是林凡却对前
后所借的十万元只字不提，只要我一提钱，他就
会和我吵架，说既然我们结婚了，你们家的钱就
是我们共同所有。 但是，他对他父母的要求却毫
不节制。

明年，我弟弟就要结婚了，但是彩礼钱一直
凑不齐，父母都快急出病来了，但是林凡却是无
动于衷。 我没有办法，回娘家无法面对父母和弟
弟，回自己家老公对我不理不睬，问得急了他就
会摔门而出，或是吵架让我把房子卖了，因为他
就是没钱。 我感觉，我们彼此扶持的感情，早已被
金钱稀释得所剩无几。

现在，我无颜面对自己的父母，在林凡眼里
我无理取闹、斤斤计较，在他父母和妹妹眼里我
更是一个恶媳妇。 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
么。

虽然父母一直不同意我和林凡在
一起，但是 2010 年，我们背着我父母
去领了结婚证。 木已成舟， 虽然不情
不愿， 我的父母还是做主给我操办了
盛大的婚礼。 在抛出捧花的时候，我
觉得我离幸福越来越近了。

同居三年，我们存了 5 万元钱，加
上他父母凑的两万元， 还有向我父母
借来的五万元， 我们凑足了房子的首
付， 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 但是幸福
并没有持续很久， 巨大的经济压力随

之而来，房子的贷款、家里的支出、房
子的装修费……虽然我们都很努力地
赚钱，可是似乎总是不够用。

也许是看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他父母经常跑到西宁来跟他要钱，一
开始是一千，两千，甚至有次居然开口
要两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背
着我进行的。可是，我们家放在固定抽
屉里的钱总是会少， 银行卡里的存款
也会发生变动， 再加上好几次看到他
们避开我说些什么，我就起了疑心。

在给家人钱这个问题上， 我和林
凡首次有了分歧， 我觉得给钱并没有
什么不对，但是既然结了婚，两个人的
收入就是共同财产，怎么支配，应该商
量，而不是他私下给。 而且，面临房贷
等压力， 他即使给钱， 也应该量力而
为，而不是要多少给多少。

但是林凡接受不了我这套理论，
他认为我太自私， 他父母和妹妹跟我
们是一家人，钱给他们又不是给外人；
他还认为，既然我跟他结了婚，也就成
了他家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我的钱也
就是这个家里的钱，我假如过分计较，
就是不孝敬， 不把他的家人当亲人看
待。

每个人似乎都没有错， 只是我们
站在了不同的立场， 我持有的是小家
庭的观念， 而他， 从小生活在大家族
里，持大家庭观念。可是当时的我们对
于这些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就
经常吵架。对于我来说，吵架是一个家
庭很难对外人开口的事， 可是林凡却
不在乎， 他的父母妹妹都知道我不愿
意给他们钱，于是，我俨然成了一个恶
人。

两年前，有人如果问流年：
“爱情和金钱哪个更重要？”流
年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因
为她觉得没有爱情的人就像一
条干涸的河流， 无法孕育最美
的生命。可是今天，坐在昏黄的
夕阳下，流年一脸迷茫，她说这
几年的经历让她对这个选择题
有了不一样的见解。

讲述：流年（27 岁）
采写：本报记者 王十梅

大学毕业似乎是每一对恋人必经
的一道坎儿， 而我和林凡的爱情却没
有受到丝毫影响。 他毕业后， 回到了
西宁， 进入了一家国企。 工作后他租
了一个小套房， 于是读大四的我便背
着父母， 和林凡同居了。

之后的三年， 是我和林凡最开
心， 也是最艰难的三年。 为了给自己
一个安乐的小窝， 林凡没日没夜的加
班， 出差， 而我就像一个小媳妇， 为
他做饭、 洗衣。 害怕他回家没有热饭

吃， 我经常推掉同学和朋友的聚会，
一下课就回家等他。

为了存钱买房， 那时的我们舍不
得乱花一分钱。 可是每次过节， 他总
会买一束玫瑰花送给我， 即便是出
差， 他也会通过电话或网络让花店送
过来。 在现在看来， 那时候幸福似乎
就是一个完美的童话。

我们在一起最多的话题就是未
来的幸福生活 ， 房子该怎么样装
修 ， 要生一个还是两个孩子……

因 为 他 工 作 忙 ， 我 还 常 去 他 家 ，
替 他 看 看 父 母 ， 尽 尽 孝 。 那 时 ，
两位老人和他的两个妹妹对我都
很好 ， 临走时还会给我拿这拿那 。
而照顾他和他的家人也成了我工
作之余唯一的事情。 因为我经常
失约 ， 那两年我甚至没有了朋友 ，
同事之情也是淡淡的。 我父母因
为 我 与 林 凡 同 居 ， 也 不 再 理 我 。
但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 ， 我只要
有林凡就够了。

我和林凡是彼此的初恋。
那年我 17 岁， 刚上高二没多久，

在繁忙的学习之余， 参加要好同学的
生日聚会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就在
那场同学的生日聚会上， 我认识了林
凡。

当时的他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戴
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在同学们玩闹时，他只是在一旁微笑，
却不参与其中。相较于同龄人，我在他
的身上看到了稳重两个字。后来，通过
同学我了解到， 他是比我们高一届的
学长，是我同学的发小。

后来，林凡告诉我，他对我也是一
见钟情， 只是因为害羞而没有表现出
来。因为学校不允许早恋，那段时间彼
此吸引的我们靠着同学传话、 传纸条
的方式悄悄地进行着地下恋情。

2009 年，在他即将升上大二，我刚
高考完时，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
将彼此介绍给了家人。 他的父母和家
人对我很好， 但是我的父母却不同意
我和他在一起， 觉得我们是 “城里
人”，怎么能找一个“乡里人”做女
婿。 为此，只要一提到他，我和父母亲
就会争吵。

为了抵抗父母这种迂腐的想法，
在西宁读大学的我甚至一整个学期都
不回家。 那时的我们靠着 “爱情”生
活，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有 500 元，而在
河南读大学的他却只有 200 元。 每个
月，我们生活费一半都用来打电话，为
此他甚至不吃早饭，我心疼他，总会挪
出自己的一些生活费， 或 100 元，或
200 元打给他。

高中两年， 大学四年我们在彼此
的扶持中努力相爱。 在很多高中同学
的眼里，我们甚至成为了爱情的楷模，
被大家羡慕着。

学生时代，纯纯的爱

艰难三年，幸福随行

对于金钱，各持己见

金钱金钱，击碎一切

曾有位专家调查过夫妻离婚的主要原因，
钱、性以及孩子，钱已经超过了性和孩子成为
了离婚的第一原因。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
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现今社会，钱似乎
成为了大多数人安全感的代名词。 只是，人们
开始忽略了爱情和婚姻的重要作用。 婚姻很大
程度上就是爱、信任和妥协，流年在抱怨丈夫
林凡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衡量，自己的付出是
否会得到有价值的回报。 而林凡不清不楚的态
度也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危机。

在婚姻当中， 对于金钱的支配权也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男女平等，金钱上到底谁
有主动权，需要双方协调达成共识。 如果双方
相互信任、尊重、理解和支持，对于金钱，不管
是男方还是女方都可以占有主动权。 能适当地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金钱的问题，也许能找
到处理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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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繁忙的都市中， 亲情、 友情、爱
情，各种情感交织，写就了生命中的一个个
故事……不必什么事都自己承担， 也不必把
什么感情都藏在自己心里， 倾听别人的情感
倾诉，说出自己的内心独白。 我们是与您的心
灵能够真正沟通的朋友，动起来，在《说吧》
释放您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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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情遭遇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