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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後單身女子的愛情，
一門努力不一定會有好成績的必修學分
最近，在某次聚會的場合裡，齊聚
一堂的大齡單身女子們，開始滔滔不絕
的分享著這一陣子的愛情故事。A 半開玩
笑的說：「我們就像是隱藏版的美食店
家，沒人排隊，也很難被發現好吃。」
事業中上，生活也算多采多姿的大家笑
成一團，但背後總有些淒涼。
最近，在某次聚會的場合裡，齊聚
一堂的大齡單身女子們，開始滔滔不絕
的分享著這一陣子的愛情故事。A 半開玩
笑的說：「我們就像是隱藏版的美食店
家，沒人排隊，也很難被發現好吃。」
事業中上，生活也算多采多姿的大家笑
成一團，但背後總有些淒涼。
年過 30 的單身女生，也明白要一個
人要好好過日子，單身沒什麽不好的大
道理，但還是會希望能夠有一個人能夠

與你一起分享生活，互相鼓勵著往更好
的未來前進。偏偏到了這個年紀，談場
戀愛變成很困難， 還沒開始就結束，更
不用說會在某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下載浮
載沉了，是一項努力不一定會成正比的
機制。
從初次見面到約會，主動與被動變
成我們每天的拉鋸戰，強烈的自尊心告
訴我們，主動是男人的事，也能證明對
方有多想進一步與你交往，有時候反而
常常會不了了之。但現在已經是進步的
21 世紀，男女平等的情況下，我們又會
不斷的告訴自己，女生主動其實也沒有
什麽不對，一步步的進攻和得失心，卻
也加速戀情的終結。所以，我們總是上
演著不同的內心戲，讓自己的不安全和
沒自信蔓延開來，對方也會感受到你附

加的壓力，自然就會在尚未受困之前，
急速脫身。
而主動與被動之間該如何拿捏，擺
脫世俗和友人對你的批判，讓你的「心
」來決定，做讓你覺得真心快樂的事。
（記得！是真心不求結果論的快樂）
受到現實年齡的壓力，難免在遇到
愛情的時候，會表現出迫切饑渴的面貌
，或是乾脆穿上盔甲，不讓自己會受傷
。其實，愛情本來就不是一場遊戲，沒
有輸贏快慢之分，應該要用最輕鬆的狀
態去讓對方對你交心和互相依賴，那就
是你的魅力所在。少了得失心，創造出
的是一個無壓的氛圍，對方也會感受到
彼此相處間自在的氣氛，戀情的發展也
會慢慢的往好的地方去。

找老婆什麼職業好 8 大職業成老婆最佳選擇
中長大，為此，女教師對男人有
著強烈的征服欲。為此，在很多
男人心中，女教師猶如一個夢。
女教師有大把時間顧家;有了孩子
後，能省去更多課外補習費用;和
老婆參加聚會時有面子等等因素
，促成了女教師成為男人娶妻路
上的香餑餑。

找老婆就找銀行從業人員

相信有很多男同胞都在困惑一件事情，就
是找老婆什麼職業好呢?為了讓廣大的男同胞，
找到自己心儀的另一半，今天特意整理了 8 大
職業成老婆最佳選擇，一起來瞭解下吧。

找老婆就找教師
職業推薦理由：教師職業收入穩定;每年累
計三個月的寒暑假，是女教師在擇偶框架下最
大的優勢;又因為男人都是在父母和老師的說教

職業推薦理由：銀行職業工
作穩定，收入比一般公職人員高
，加班次數較少，且能利用所掌
握技能，成為家庭的理財顧問，
將家庭財產最大化。

找老婆就找公務員
職業推薦理由：在中國，結婚絕非男女兩
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庭的事，對於中國公婆
來說，最理想的兒媳婦職業公務員是排在第一
位的，為此，男人也會受父母愛情觀的影響，
在通往婚姻的路上，對公務員進行優先考慮。
又源于公務員不及銀行從業人員的薪資，又不

及女教師的自由，為此，公務員排名第三也就
不難理解了。

找老婆就找主持人
職業推薦理由：主持人職業在男人心中是
嚴肅、莊重、有面子，且時常居住在電視機裡
的人，更多時候，男人想娶主持人為妻，源于
對方的氣質，更為了自己的虛榮心。在所有主
持人中，播報新聞的主持人最讓男人敬畏，播
報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則最容易被男人看輕。

找老婆就找影視明星
職業推薦理由：通常狀態下，能娶到影視
明星的男人基本上都是家財萬貫，因為明星走
在時代的尖端，漂亮、性感，她們本身又是賺
錢好手。即便如此，也不能抹去凡人對於明星
的意淫，更多時候，普通男人也只能眼饞女明
星的外貌，懷揣一顆嫉妒的心罵那些有錢男人
為“臭男人”。而今，明星與富豪的聯姻已經
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用彼此在各自領域的影響
力將讓彼此在事業上攀登新的輝煌。

找老婆就找互聯網技術人員

職業推薦理由：在資訊時代，她們就是時
代的寵兒，憑藉著技術含量較高的專業技能，
換取著同等勞動強度下的高薪，儘管說她們經
常會晝夜不分的工作，但她們卻是丈夫眼中的
女漢子，因為她們只要拋開工作回歸到生活之
後，能給予丈夫反差很大的溫柔和神秘。
找老婆就找醫生
職業推薦理由：男人都是因為討厭去醫院
看病以及看病難的問題才喜歡上女醫生的，因
為家中有個做醫生的老婆，面對常見小病，老
婆大人就能親自搞定，面對一些急雜病，也能
在老婆協助下，找准就醫方向，對症下藥，不
花冤枉錢。不但可以利好自己，還能夠給親朋
好帶來太多實惠。

找老婆就找自由職業者
職業推薦理由：在奶粉飛漲、月嫂、保姆
薪資飛漲的今天，並不是每個男人都願意娶工
作穩定的女子，也有男人僅僅看重未來老婆是
否有一技之長。因為，男人覺得娶這樣的老婆
，她想上班的時候，就可以找個單位上班，不
想上班的時候，就可以辭職在家做全職太太。

愛上大十歲的女人，她只肯玩玩不願離婚
言下之意，林曉珠、也就是陳
媽媽在自作多情。旁邊有人在
勸阻：“一切結束了，回去吧
、回去吧!”陳媽媽只顧著低頭
垂淚，陳浩宇氣不打一處來：
“阿姨，你別鬧了。程叔叔泉
下有知，會很不高興的。”
張太太以為占盡上風，想
不到陳浩宇搬出了死鬼老程。
陳浩宇攙扶著步履蹣跚的母親
，準備離開。聽到背後傳來冷
冷的聲音：“真的尊重，你根
本就不應該來。”當初，陳浩
宇也有提出建議。但陳媽媽覺
得：必須前來，送初戀情人最
後一程。陳浩宇回頭，看到張
太太旁邊站著一位女子。黑衣
黑褲，黑髮披肩。
這是一場沉悶無比的葬禮，陳浩
宇很想一走了之。但看到母親那悲痛
的樣子，他三番四次站起來又三番四
次的坐下。“兒子，他是我的初戀情
人。”陳浩宇分明看到，那位遺孀的
惡毒目光。他確定：如果眼神可以殺

人的話，自己的母親早已死掉一千次
一萬次。他沒有選擇提早離席，也是
怕陳媽媽受到再次的創傷。
果不其然，張太太氣焰囂張的興
師問罪：“林曉珠，謝謝你的大駕光
臨。我們家老程，和你還有來往嗎?”

此地不宜久留，他們母子
也不是前來惹是生非的。後來的後來
，陳浩宇知道那位女子叫程敏兒。程
爸爸畢業就結婚，陳媽媽則左挑右選
的晚婚晚育。這不，程敏兒比陳浩宇
大了足足十歲。無巧不成書，程敏兒
跳槽來到陳浩宇的廣告公司。總監位

置，老總虛位以待。可見，程敏兒在
業內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是你。”兩人在電梯間狹路相
逢。整整一個星期，陳浩宇都在刻意
回避。可惜，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
“是我。”陳浩宇硬著頭皮，這場情
感交鋒他完全處於下風。誰讓她是自
己的上司?“我母親傷心過度，說話不
太客氣。還是，請你、你們見諒。”
哇，她是在道歉嗎?陳浩宇卸掉防禦罩
：“恩，請節哀順變。”
工作的緣故，陳浩宇與程敏兒有
不少合作的機會。他為對方的人格魅
力所深深吸引，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
有陳浩宇無法抗拒的神奇吸引。他忘
記了第一次的不愉快經歷，也忘記了
他們之間比較糾結的情感關係。“不
是吧，你喜歡她?”某次醉酒，陳浩宇
忍不住的吐露心聲。他的哥們笑得前
俯後仰：“她有老公吧?”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陳浩
宇明顯覺得，輪到程敏兒躲著自己。
某次下班，他安靜的呆在她的座駕旁
邊。“哇!”不速之客，嚇得伊人花容
失色。“別怕，別怕。我，我有話和

你說。”“陳浩宇，我就當你那次是
在胡言亂語。”“如果說，那是酒後
吐真言呢?”“我們只是朋友。”“不
，我不甘心只當朋友。”
“先不管，你媽和我媽的那筆爛
帳。我是你上司、你是我下屬，也都
忽略了。我比你大十歲，你也該知道
吧?”“有什麼關係?”“我老了，玩
不起。別談愛情，我還沒有離婚呢。
現在，你不會嫌棄我。就算咱們能夠
發展下去，我四十歲的時候、你三十
歲;我五十歲的時候、你四十歲。你還
會，繼續愛著我嗎?”
相差十歲的兩性關係，應該如何
維繫?女人再會保養，也阻擋不了時光
的無情侵蝕。心理上的接受，還得生
理上的忍受。這些，絲毫勉強不了。
陳浩宇呆呆站著，目送程敏兒開著車
絕塵而去。他輕輕的歎氣：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不敢跑到酒
吧，只在家裡沖泡雨前龍井。水汽嫋
嫋，他望著出了神。
彼此之間，橫亙著一道巨大的鴻
溝。她敢出軌，為什麼不敢離婚呢
……

為名利嫁給富二代，但是他只愛男人
一個夜晚，我參加完一個畫家聚
會開車回家，在路邊我發現了程越的
車，於是下來，準備叫他和我一起回
家。透過車窗，我看見他和一個男人
糾纏在一起
2012 年美術學院畢業後，我最要
好的朋友美欣在有錢父親的幫助下開
了自己的第一次畫展，一時間名聲大
起。雖然我的畫比美欣強幾十倍，可
家境貧寒的我，只能羡慕不已。我知
道，一切只能靠自己。於是，帶著家
裡僅有的 300 多元到昆明謀生。
夜晚我在酒吧裡給人畫素描，白
天回去在租來的 5 平方米的房間裡揮
灑靈感和激情，然後到處去推銷。可
是，我得到的只是冷遇和鄙夷。漸漸
的，我的生活有些難以為繼。有幾天
，我實在沒錢了，只能在酒吧裡蹭點
客人的果盤和小食品充饑。
那夜，我在給客人畫像時忽然昏

了過去。醒來的時候，我在醫院，程
子齊站在我面前。他是一家公司的董
事長，高大健壯，為人豪爽，是酒吧
裡的常客。醫生說我是饑餓所致的低
血糖昏厥時，我有些無地自容。而程
子齊卻很溫和，他那樣溫情地看著我
，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這樣的
經歷。讓我來幫助你。你很有才氣，
一定會成名的。”

緩地褪下衣物，準備把自己聖潔的處
子之身交給他。

程子齊請我吃飯，在包間裡，我
們喝完兩瓶紅酒，正準備走時，他突
然起身，一把將我拉過去，說：“我
可以讓你一夜成名，同樣，我也可以
讓你在這個行業消失，你明白自己要
做什麼嗎?”

程子齊說，“什麼都不要問。而
且，什麼也不要說。你得到你想要的
就行了。”

我呆呆地坐下，腦子裡一團糟，
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有機會，
我會成為比美欣強一百倍的畫家，可
是如果失去這個機會，我可能連飯也
沒得吃……”想到這裡，我流著淚緩

程子齊擋住了我：“我不需要你
，我只需要你嫁給我的兒子程越。”
我很奇怪，程子齊的兒子很英俊，是
他公司的副總，是遠近聞名的鑽石王
老五，而我，相貌平凡，赤貧而沒有
根基，他怎麼能相中我?難道，他是個
ED 男?

結婚後程越對我沒有新婚的激情
和纏綿，偶爾應付般地和我蜻蜓點水
般親熱一下，更多的時候他和我是分
居的。
我更加堅信了自己的推斷，但是
我一直什麼也不說。程子齊沒有食言
，他帶我認識了很多書畫界的名流，

又幫我開畫展，請來各大
報紙的記者，幫我炒作。
很快，本來水準就很高的
我，成了這個城市裡最年
輕的知名女畫家。金錢、
地位、榮譽、我都有了。
唯一的遺憾，是我那蒙著
面紗的婚姻。
一個夜晚，我參加完
一個畫家聚會開車回家，
在路邊我發現了程越的車
，於是下來，準備叫他和我一起回家
。透過車窗，我看見他和一個男人糾
纏在一起，他竟然是同性戀!我這才明
白程子齊所做的一切。他的兒子需要
一個冠冕堂皇的婚姻掩護那樣畸形的
戀情，程子齊不得已找到我做了墊背
。我們各取所需。

和程越在人前甜蜜恩愛，但只有我知
道，在每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身體
裡那些無助的呐喊，那些無處宣洩的
渴望。我不敢提出離婚，更不敢紅杏
出牆，因為我知道程子齊在這個城市
的勢力，他可以讓我一夜成名，更可
以讓我一夜之間身敗名裂，回復到從
前的赤貧。

發現了這一切，我仍然像以前一
樣，做著外人面前風光的大少奶奶，

也許人的成功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吧。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