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人有缘终成眷属后， 第一个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便是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难以协调是很正常的现
象。 对一个母亲来说，说得夸张些，儿
媳妇就是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夺去的
那个女人。 虽然多数母亲也试图去理
解儿媳妇， 但是这种儿子被夺走的意
识确实是难以抹去的。 况且，儿子与儿
媳妇的亲密关系， 会使母亲抱有一种
近似嫉妒的感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有的母亲在潜意识里将儿媳妇看作是
“勾引儿子的女人”，甚至有的母亲觉
得自己好像是受害者， 儿子因为妻子
而开始变心，要抛弃母亲了。 潜意识中
抱有这样的感情， 做母亲的自然对儿
媳妇会产生敌视和嫉妒。

另外， 妻子往往觉得丈夫与婆婆
之间的亲情十分牢固， 而这种亲情越
是牢固，妻子就越是希望割断它，使丈
夫的感情全部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
上。 这既是出于妻子想独享丈夫爱情
的独占欲，还因为对妻子来说，丈夫理
应是自己最重要的亲人， 丈夫对妻子
的爱情关乎做妻子的面子。

由此可见， 婆媳关系的实质其实
是围绕着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这
个男人既充任着丈夫的角色同时又是
儿子的身份。 这种关系即便表面上看
来和睦融洽， 但是在其深处总是交错
着诸多相互嫉妒的复杂心理。 加之婆
媳之间因年龄差距也会产生隔阂，这
一点不容忽视。 一般来说，五六十岁的
女性和二十多岁的女性委实难以和睦
相处，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想不
发生摩擦都不可能。

由于年龄差异， 人们的生理状态
各不相同，呼吸次数、脉搏频率、血压，
等等， 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有着明显
的差异。 由此带来的是每人的运动量、
饮食习惯、 生活节奏以及对噪声的容
许程度，一切都不相同。 例如，年轻的

夫妇可能喜欢摇滚乐， 但在公婆听
来却是难以忍受的噪声， 于是便会
产生家庭矛盾。

夹在婆媳两者之间的男人，对
恼人的婆媳关系又是如何看待、如
何反应的呢？

简言之， 他们唯一的愿望便是
希望婆媳之间风平浪静， 不要生出
什么麻烦来。

因此，在决定婚事之前，尤其是
将来要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家中长子
往往十分重视结婚对象今后能否与
婆婆和平相处， 当觉得毫无问题时
他们才会下定决心。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会像想象
中那样顺利，多数情况下，男人会发
现母亲和妻子各自牢骚满腹。 母亲
会抱怨说：“你可不能对她太娇惯
啊！ ”“都是你平时纵容她，所以你
看她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妻子则
抱怨说：“妈妈根本不考虑我的感
受，动不动就自作主张，命令我做这
做那的。 ”

此时， 男人最好是永远保持中
立，两面讨好，哪一方都不得罪。 对
妻子他会劝说道：“老妈的话不要放
在心上，听过就算了。 ”对母亲则百
般抚慰：“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会狠
狠批评她的，你就不必太动气了。 ”
这或许是男人的狡猾之处， 但反过
来说， 正因为妻子和母亲对于他都
是最亲近的亲人， 任何一方他都无
法舍弃，所以只能向双方说好话，希
望尽力将事态平息下来。

男人深知自身的世故， 他们用
这种方式周旋于母亲和妻子之间，
为求得片刻的安宁而煞费苦心。

不管怎样， 母亲和妻子的矛盾
和不满只会使男人备感消沉， 以至
男人为了避开听到妻子向其诉苦，
情愿在公司里加班做事， 或和同事

朋友一起去喝酒， 以此达到晚回家
的目的， 有的男人则干脆采取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反正这些家
庭矛盾对人生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

对于婆媳间的矛盾， 大部分男
人仅仅停留在听任她们发牢骚然后
抚慰几句的阶段， 而不会积极主动
地采取办法加以解决。 从这个意义
上说， 丈夫对于婆媳关系问题缺乏
当事人的意识。

站在妻子的立场， 丈夫这种做
法无疑是在消极躲避， 不能根本解
决问题，殊不知，这大大超出了丈夫
的能力范围， 丈夫是因为无力解决
问题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母亲和妻子间产生矛盾后，丈
夫一般是采取鸵鸟主义 ， 一头扎
进沙堆里静待暴风雨过去。 当这
样做事态还是无法收拾的时候 ，
作为最后一招 ， 男人们有时候会
向父亲求援 ， 希望父亲出面劝一
劝母亲。

（下期关注：职场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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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关系难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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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已经被围了一个月多了， 除了一线士兵能有点基
本口粮以外，别的人全部自己找食儿。

据《守汴日志》记载，南城有个叫遇春的粮商以二斗米
一两银子的价格出售，结果被黄澎逮了个正着。

老黄那个性格是疾恶如仇啊，马上就把人绑了奔法场。
遇春吓得磕头如捣蒜， 并且开出条件：“我有麦八百石，愿
意赎命。 ”黄澎怒斥：“不要汝麦！ 只要汝头！ ”推到刑场，
手起刀落。

到了后来别说买粮食，抢都没地方抢去，史书记载就四
个字：“人人相食！ ”

九月初一，推官黄澎巡城。 走到曹门，看到几个人在城
墙下，敲人骨吸骨髓！老黄不忍心将其驱散，只好默默走开。

黄澎回到家中，号啕大哭，提笔写下绝命词三十首。 可
惜，这三十首词已经遗失，无迹可寻。

就这么一直坚持到九月十四，终于解脱了。 是夜，黄河
决口，“河伯震怒，水声远闻！ ”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

李自成的人马可就在开封城外面， 水一来跑都来不及
跑，当场就淹死一万多人。开封城里也专门抽调两营人马背
沙袋堵城门。但洪水这个玩意儿太厉害了，真要说铺天盖地
地冲过来，别说沙袋，钢板都挡不住。 九月十六，开封“南门
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 一夜水声如数
万钟齐鸣”。 第二天早上，李自成站房顶上往城里一看，下
令：撤吧！

据后来统计，开封里三十万人幸存下来的不到两万五，
其余的不是战死就是淹死。 整个开封城基本上被洪水从地
图上抹去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所谓开封古城，是康熙元年
才由河南巡抚张自得重建的，明朝的开封都在地底下。

开封完了，虽说不是李自成打下来的，但对于崇祯来说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反正是没了，爱咋咋地吧。

李自成也有点小遗憾，不过这个结果也还可以接受，起
码没又丢一次人。

所有人都无所谓，就只坑了一位。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孙传

庭也算是文官入行伍，开始的时候在河南商丘当知县，后来
被提拔为吏部主事。

魏忠贤当政之后，孙传庭自己主动要求回家抱孩子，并
且临走的时候公开扬言：魏太监在一天，我就坚决不回来！
这话说得是很有骨气，但其实也就是过过嘴瘾。就老孙一个
区区吏部主事，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官，根本也就没人在意他
回不回来。他在家一蹲就是十几年，从来也没人想起他来。一

开封被淹（50）

下午 3 点 19 分， 案情忽然间又有
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技术人员传来
消息说检测到了朱思俊的手机信号。
罗飞在第一时间拨打了相关号码。 在
等待电话接通的过程中， 罗飞的心情
极为忐忑， 如果电话那边的接听者不
是朱思俊本人， 那后者遇害的可能性
就非常大了。

等待的结果令罗飞颇为惊喜，因
为电话里传来的正是朱思俊的声音：
“喂？ ”

罗飞自报家门：“我是刑警队罗
飞。 ”

“我知道。 ”朱思俊的语调还比较
平静，但他略有些气喘，好像刚刚经历
过什么激烈的运动。

罗飞的情绪又紧张起来， 他急切
询问：“你在哪里呢？ 安不安全？ ”

“我就在自己家里。 ”朱思俊回答
说，“我很好。 ”

“在家？ ”罗飞有些诧异，他瞥了
小刘一眼， 似乎在问：“在家里你们怎
么会找不到？ ”

小刘挠着脑壳，表情也有些茫然。
罗飞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

用严肃的口吻告诫朱思俊：“你为什么

不到刑警队来？ 凶手下一个目标就
是你！ 你知不知道自己很危险？！ ”

“我知道。 ”朱思俊还是那种淡
淡的、平静的语调，随后他又说了一
句话， 这话让罗飞几乎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

他说：“我已经抓住了那个家
伙。 ”

“什么？ ”罗飞愕然追问，“你抓
住了谁？ ”

朱思俊给出非常明确的答复：
“我抓住了凶手，就是那个假冒快递
员的家伙！ ”

罗飞又惊又喜， 他顾不上探询
细节，只匆忙问道：“人在哪儿呢？ ”

“就在我旁边。 我把他铐在了楼
梯栏杆上，肯定是跑不掉了。 ”朱思
俊喘了口气， 又催促道，“你们赶紧
过来吧。 ”

“马上就到！ ”罗飞一边说一边
起身往外走， 他的思维飞速转动几
下之后， 又对着电话吩咐说：“你别
离那家伙太近，不要和他说话，也不
要看他的眼睛。 ”

“你放心吧。 ”朱思俊在电话那
头自信满满地说道，“我不会被他催
眠的。 ”

罗飞挂断了电话。 身后小刘匆
匆赶上来询问：“怎么回事？ ”

“朱思俊说他已经抓住了那个
凶手。 ”

小刘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不
可能吧？ ”

罗飞道：“先别问了， 赶紧去现
场。 ”

公安局大门仍然被林瑞麟的家
属堵着，罗飞和小刘从小门跑出去，
两人上了停在路边的那辆车。 在奔
跑的过程中罗飞又给朱思俊家的辖
区派出所打了电话， 让对方立刻派
出精干力量到现场增援。

小刘刚刚把汽车开上大路，派
出所那边就有消息反馈过来了。 带
队的吕梦晗所长电话告知罗飞：“我
们已经抵达现场。 ”

“情况怎么样？ ”

“朱思俊很安全。 ”吕所长回复
说，“他铐住了一个人， 从体貌特征
来看很像是协查照片上的那个凶
手。 ”

“很好。 ”罗飞压抑住激动的情
绪，“你们先保护好现场， 我一会儿
就到！ ”

挂断电话之后， 罗飞开始追究
小刘的问题：“朱思俊就在家里，你
们怎么会不知道？ ”

“我们到他家去过啊。 ”小刘一
边开车一边回答说，“当时见到了他
的父母， 老两口说不知道儿子在哪
里。 他们答应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
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

“难道是朱思俊和老两口商量
好了，有意躲着你们？ ”罗飞猜测着
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怪
小刘了， 毕竟他们也无权强行入户
搜查。

“我们把利害关系讲得很严重
的，” 小刘进一步解释道，“他们应
该知道自己的儿子非常危险， 必须
寻求警方的保护。 ”

“好了，”罗飞摇摇手打断了这
个话题，“专心开车吧， 一切到了现
场再说！ ”

因为自己无房， 朱思俊一直以
来都是和父母同住在友谊新村的六
幢 302 室。现场就在 302 室门口的楼
道间内。

上下楼梯的通道均已被派出所
民警封锁， 好奇的群众只能在警戒
圈外探头探脑。 罗飞二人挤进圈子，
却见朱思俊正站在自己门口， 一名
男子则躺在他脚下不远处。 那男子
身形肥胖， 长了张上窄下宽的冬瓜
脸，眼睛像是很难睁开似的。 他背着
一个硕大的黑色登山包， 一顶红色
的棒球帽甩落在附近的地面上；他
的衣衫凌乱， 左侧脸颊上还沾满了
灰尘， 看起来像是经历过一场激烈
的搏斗；另外他的右手被一副手铐铐
在了楼梯扶手的铁条上，胖胖的身体
因此扭曲着，模样颇为狼狈。

（明日关注：神秘男子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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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崇祯八年，老孙自己坐不住了，跑回北京主动要求复职。

刚好这几年朝廷的局势不太好, 各个部门都缺人手，加
上吏部还有几个以前的同僚，孙传庭不但顺利复职，还升了
官当了吏部验封郎中。

孙传庭那个时代乱得都不能再乱了，有点儿本事升官快
也是正常现象。 而且陕西巡抚也不算是啥美差，天天跟农民
军干仗，弄不好就把脑袋混丢了。 不过孙传庭到了陕西才算
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卢象升死了之后，孙传庭因功接任宣大总督。 这可算是
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了，宣大总督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坐上的
位子。

特别像孙传庭这种人，到哪儿都属于比较招人的。 当然
不是招人亲，是招人羡慕嫉妒恨。

头一个跟老孙闹矛盾的就是杨嗣昌。
杨嗣昌在崇祯朝那是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的人物。 卢象

升就骂了他句不忠不孝，死了连尸都不让收。 现在他主动找
孙传庭的事儿，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加上孙传庭又是个倔
头， 脖子挺得邦邦硬： 魏忠贤在的时候我都没怕过！ 我怕
你？！

这就坏了。
崇祯十二年，杨嗣昌上书弹劾孙传庭装病渎职。
崇祯二话没说，马上把孙传庭下了大牢。 从这儿您就看

出来了，跟皇帝搞好关系有多重要，从天堂到地狱，那就是
一句话的事。

按照杨嗣昌的意思，找个借口直接就把老孙干掉了。 可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动手，他自己上了剿匪前线。 后面的事我
们说过了，老杨畏罪自杀，绝食而死。

李自成在河南闹得最凶的时候，崇祯想起了孙传庭，把
他放出来接替汪乔年出任陕西总督，并且奉命援救开封。

这个事办得确实不地道，用不着的时候给人家发到大狱
里，情况不好了又临时拉出来垫背。 完全是兔死狗烹，过河
拆桥。

开始的时候老孙也是想不开，可后来想到还在号子里蹲
着的侯恂，也就释然了：老侯都被欺负到家了,人家不也认了
吗？ 自己还闹腾个什么劲。

（明日关注：柿园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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