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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 半郊区的出租屋里欢声
笑语，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先是王雅丽领来了宋刚，那个她
在高端婚介所认识的男人。 在窄长的
客厅里，方小影打量他，瘦高个儿，挺
拔精神，彬彬有礼，气质不错，品位不
俗，和王雅丽站在一起，倒也算一对璧
人。 王雅丽甜甜地笑着给两人做了介
绍。

半个小时后，一贯志向远大勤勉
顾家的许小东同志携妻带子地进来
了，他老婆六七个月身孕的样子。方小
影根据自己生儿子的经验， 及怀胎十
月吸收的各方面的八卦知识， 再看他
老婆全堆在前面的肚子， 一眼就断定
那是个儿子。

许小东的老婆，那一看，就是个
处变不惊的范儿， 对着面前的三个人
三双眼睛，略一颔首，就过去了，不仔
细看，那简直是全无动作幅度，矜持得
可以。

方小影好奇地打量她。这女人长
得有点儿印度风情，黑了点儿，但还算
漂亮，鼻翼两侧有很明显的褐色雀斑，

五官却很精致，穿着牛仔孕妇背
带裤和短袖， 个头比许小东稍
矮。 看年纪，总有三十出头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
老婆王荣，来北京过周末。”许小
东忙着给大伙介绍。

五个人互相打着招呼。
“难得这么齐全， 正好今天

又是周末， 大家一起吃饭吧，我
请客。 ”那个叫宋刚的高端男人
说。 王雅丽站在他身边，附和地
笑。正懒得做饭呢。方小影也笑。

一行人下楼。 宋刚开着辆奥
迪 A6 很拉风地将四个人带到了
附近的一家川菜馆里。 服务员拿
着菜单走在前面，领着五个人走
进一个素净的包间。 大家围着大
圆桌坐下来。 王雅丽和宋刚凑在
一起，忙着点菜。

清淡的素菜，油腥的荤菜和
沸腾的火锅陆续上齐了。 袅袅上
升的蒸气中， 五个人吃得很热
闹，笑容模糊而安详。
方小影无意中回头，那边，许小

东左手一直握着老婆的右手， 右手
忙不歇地为她夹菜， 老婆脸上淡淡
的， 受宠不惊的样子， 用左手在吃
饭，很熟练。 显然，她是左撇子。

再看这边的王雅丽和宋刚，两
人虽然没拉着手， 却也在殷勤地为
对方夹菜。那也是甜蜜幸福的一对。

方小影明显感到了失落。
送走了宋刚，回到屋里，王雅丽

眼睛还是亮亮的， 情不自禁哼着小
曲。

方小影跟着她进了房间， 在她
眼前挥挥手：“喂喂喂！ 魂都被勾走
了吧？看来，这个高端男人很中你的
意啊！ ”

王雅丽抬起头，一脸潮红：“说
真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替我把下
关。 ”

方小影故作深沉地思考片刻，
“嗯” 字拖长了音，“看着还行，不
像个坏人。 但愿你这次运气好。 ”

“我是当局者迷啊， 恋爱中的
女人智商都降到零了，你知道的。 ”

“我看这话真没错。 瞧你这失
魂落魄的样子， 这么快就进入状态
了？您可得悠着点儿。你又不是小姑
娘了。 ”

方小影见王雅丽不作声地看自
己，顿一顿，“不过，说笑归说笑，他
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不是熟人介绍
的，不知根知底的，你可要当心点儿
了！我们期望不高的，跌一跤不会那
么痛，你的期望那么高，摔一下可是
要伤筋动骨的。 ”

“婚介报备的资料上说是有房
有车，说都经过了核实的。 ”王雅丽
顿了顿，接着话题一转，“你那位相
亲的老乡怎么样了？ ”

“没信了。 也怪我。 他拉我的
手，亲近我，我怎么那么抵触啊？ 真
受不了。找个这样的，真不如当初赖
着不离呢。难道要为结婚而结婚？ ”
方小影一脸迷茫。

“是啊，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离
婚呢？ ”王雅丽脸上也是沉入往事
的恍惚，大约是想到了自己的事。

为什么要离婚呢？ 方小影沉默
着，思绪飘忽起来。

前夫吕志明， 这可是个影响了
她一生的男人。对一个女人来说，结
婚和生孩子可不就是一生最大的事
吗？

那样一个男人， 她怎么会嫁给
他？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只怪那会儿
太年轻了吧。她的社会阅历，用吕志
明的话说，那是一点儿没有，简单单
纯得整个就是一张白纸。

学历欺骗倒也能理解， 谁还没
点儿虚荣心？ 经济哄骗倒也能说得
过去，男人谁不爱吹？ 他在乎你，才
会花心思骗你，对不对？ 这么一想，
倒也都认了。 何况，他也有优点。

问题是，问题的关键是，没文化
没钱倒也罢了， 这个男人还非常非
常的大男子主义。

在那个江南的午后， 在那个制
造了无数口实的秋日下午， 他给她
一耳光， 她抱着孩子毅然决然离开
后，人生从此变了样。

（明日关注：想通了，离婚吧）

英国和欧洲皇室联姻的结果， 则将血友病基因在欧
洲皇室蔓延传播开来，至少导致 4 个皇室陷入这场灾难，
其中包括俄罗斯皇室。血友病基因累及俄罗斯皇室，某种
程度上导致了十月革命的爆发。

带有血友病致病基因的艾丽斯嫁到德国黑森家族，
她的两个女儿，艾琳和阿利克斯，不幸成为血友病基因携
带者。艾琳长大后嫁到德国普鲁士家族，而阿利克斯则嫁
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多利亚女王另一个携带血友病基因的女儿也嫁到
了德国的黑森家族，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叫维多利亚，小维
多利亚带着来自外祖母的血友病基因遗传嫁给了西班牙
国王，使西班牙王子亚丰素患上了血友病。其他的姑且不
表，咱们只说俄罗斯这边。

1894 年 11 月 26 日， 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阿利克
斯嫁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成为俄罗斯的皇后，名
字也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改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先后生了 5 个孩子，但只有一
个是儿子，也就是 1904 年出生的阿列克谢。 阿列克谢是
唯一的儿子，也就自然成为皇太子。 然而糟糕的是，沙皇
这唯一的儿子，也就是俄罗斯唯一的继承人，竟继承了母
亲的血友病基因，成为一名血友病患者。

阿列克谢出生不久被医生诊断为血友病， 这可急煞
了父母。 俄罗斯当年也是世界上响当当的国家， 领土广
阔，实力强大。作为俄罗斯的统治者可谓富有四海权倾天
下，然而，有钱难买命，无权可免死。 在群医束手，沙皇夫
妇几近绝望的情况下， 后来断送了俄罗斯皇朝的拉斯普
京出场了。

当时，俄国沙皇和皇后笃信神秘主义，喜好招待各种
骗子。而拉斯普京恰是当时著名的骗子。 1907 年，皇太子
阿列克谢再次犯病，焦急万分的皇后说服尼古拉二世，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召拉斯普京入宫。 据记载奇迹出现了，
皇太子居然恢复了健康！

血友病即使在今天都无法根治， 拉斯普京怎么可能
治好皇太子的病呢？

事实上，皇太子的血友病根本没有被拉斯普京治愈，
后来仍时不常地发作。阿列克谢所谓的犯病，是某种原因
诱发了出血，拉斯普京做的，不过是帮皇太子止住了这次
出血而已。

血友病有轻有重，差别很大，部分亚临床型和轻型的
患者，可以基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和成长，只是在手术时
或者受伤后出血不容易止住。

较轻的血友病患者体内凝血功能虽然受到破坏，但
仍有自行止血的能力，只是比较困难。在拉斯普京进宫之

什么是对的人（7）

血友病基因累及俄罗斯皇室（12）

如果遇到了情绪化的矛盾，尽可能
快地去道歉。 不要管理由是什么，反正
此时的他（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反而
会认为你是在狡辩，干脆和好后再平心
静气地讲出原因，这样对方的接受度会
更高。 尤其不要经过冷战。 吵架后的冷
战， 彼此心里难免会有被忽略的感受，
难免会在心里扩大那种冷漠的感受。在
这个问题上，男女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
在感情中都渴望受宠爱，而宠爱的第一
要素就是“关注”，或许吵架也是一种
交流的手段，因为吵架时彼此的眼中也
只能拥有对方。但冷漠一定会杀伤感情
的信心， 很多人对感情一步步变得绝
望，就是因为冷漠、逐渐的冷漠，令他
们学会了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从此这段
关系就变得可有可无。

未必所有的争吵都会造成伤害，
也有些爱侣一次吵闹就各奔了西东，
这考验的就是道歉的艺术了。 或许关
于道歉的速度， 很多人终究放不下的
是 “面子”。 这就是弱者心态在作祟
了。 快一点说“抱歉”，或许也证明了
你的内心蛮强大！如果你打算道歉，那
就快一点。 等太久等来一句 “对不
起”，其实还不如不说。

“什么是对的人？ ”除了性格、条
件之外，去看看他的父母吧。“如果有
可能，在你们恋爱的阶段，多与他的父
母相处。 ”不止一次跟身边年轻的妹
妹们这样讲。 一旦与他确立了恋爱关
系， 女孩们也希望能稍微早一些见到
男方父母。但请注意：她们只是希望去
见男方的父母， 可不代表真有耐心与
他们相处。

女孩希望见到男友父母， 不外乎
两点原因：其一，算是一种广而告之、
堂而皇之地宣称———他是我的了！ 其
二， 更重要的是充当一回他的家庭环
境调研员，他的家境、父母的职业及修
养，这样一趟下来几乎可以看个大概。

通常女孩子在没见男友父母时会
积极地向男友要求见面， 但真正见过

了之后，还愿意往男友家
勤跑着点儿的就少之又
少了。 很多女孩也坦诚：
“都见过了还有必要老往
他家跑吗？ 不还没结婚
嘛！ ”这就是女孩们的想
法：与他的父母，婚前认
识就好， 婚后再慢慢相
处。 所以我才爱跟她们唠
叨：“把相处放在婚前，或
许能帮你找到真正合适
的伴侣。 ”

这个“相处”，不仅
仅只是与他的父母，最好
还能包括他的整个亲属
系统，这能让你更全面地
了解他的家族习惯，以及
更真实的他自己。

我们知道在原生家
庭的父母子女互动中，孩
子在成长中基本属于被父母被动植
入信息的过程， 孩子会从父母行为
中逐渐习得、 并建立起自己的行为
系统。 尤其是当孩子还不具备判断
能力时， 会自然而然地去模仿父母
的行为， 长期的模仿会逐渐成为内
在的习惯。 成年后的人学会了克制
和隐藏， 在社会群体活动中会表现
出更符合社会喜好的一面， 而一旦
投入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会更自然
地表现出本我状态。

很多人在择偶时会拒绝单亲家
庭的对象， 觉得父母离异对子女的
影响巨大， 但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
显示： 父母经常吵架对孩子造成的
不良影响大于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
响。 父母争吵和离异对子女性格影
响的比例分别是 33%和 31%。

了解男方父母的相处模式，是
相互敌意、 贬低对方， 还是鼓励赞
美、积极沟通？ 父母之间的互动，直
接影响着子女未来在婚姻中所呈现
的状态。 很多女孩都说男人的第一

要素是要有责任感， 但又苦于没什
么大事小情能考验出男人的责任
感，所以，这就不妨去他的家庭中感
受一下了。 他父母的处事态度，家庭
中的气氛是否和睦， 尤其是他父亲
对于家庭的事情是否足够担当，这
都是你所爱的这个男人有无责任感
的重要来源依据。 以上观点并不单
单只适用于男人，女人同样如此。 父
母对女儿的影响之重，更甚于儿子。

恋爱时多见见父母不是坏事。
别说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才是
两个家庭的事。 如果你打算谈一场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那么走入彼
此的家庭， 会帮你找到更合适的那
个人。 读者宇熙的恋爱目标是找个
独立、坚强、不黏人的女朋友。 也真
找到了这么一位， 菲儿是个有 “冷
美人” 之称的女孩， 长于单亲家庭
的她，从小跟着母亲生活，骨子里有
男孩子的独立，不论工作还是生活，
拎得起、放得下。

（明日关注：父爱缺乏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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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要为结婚而结婚 （5）

前，皇太子已经出现过出血情况，最终也都止住了。 而且，
部分血友病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会有一定程度的缓
解，甚至出现无出血症状的缓解期。

但无论如何，拉斯普京成功令沙皇夫妇相信，他能够
治疗皇太子的血友病。 这样一来，拉斯普京一下就牛起来
了。 你想啊，阿列克谢是沙皇唯一的儿子和俄罗斯唯一的
皇位继承人，而阿列克谢的病只有拉斯普京一个人能治而
且还无法彻底除根。 这样一来，俄罗斯唯一继承人皇太子
阿列克谢的性命，或者说俄罗斯帝国未来的命运，就一下
掌控在了拉斯普京的手里。

拉斯普京开始干预朝政， 据说他还成为皇后的情夫。
凭借高超的骗术，拉斯普京完全控制了沙皇和皇后，进而
控制了俄罗斯的朝政。 1915 年沙皇御驾亲征离开莫斯科
后，他更是独掌大权。更恶劣的是，他还时常以自己的预言
指挥前线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拉斯普京将俄罗斯搞得天怒人怨，怨声载道，连俄罗
斯的贵族也对其深恶痛绝。1916 年 12 月，拉斯普京被俄罗
斯贵族暗杀，保皇派的贵族希望通过铲除拉斯普京来挽救
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王朝，但为时已晚。

1917 年 3 月， 俄罗斯二月革命爆发。 1917 年 3 月 15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将皇位让给弟弟。 1917 年 3
月 16 日，新沙皇米哈依尔宣布退位。 统治俄国达 304 年的
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终结。1917 年 11 月 7 日，俄罗斯十月革
命爆发。1918 年 7 月 17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严重
生病的阿列克谢，被布尔什维克士兵枪决。 维多利亚女王
传给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血友病基因，就此终结。

（明日关注：华盛顿的咽喉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