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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公出轨的时候，我正计划生

二胎，他陪我在妇保院做孕前相关检
查，我无意中看到他手机里的消费记录
才发现。

平时出于尊重他，我基本不看他手
机，他对我没有防范，所以让我看到了
不该看的东西。

剧情很老套，因为工作关系，他和
公司里一个小姑娘天天在一起日久生
情，从暧昧再到出轨。那个小姑娘有男
朋友，快要订婚了。这一点我真是不能
理解。

更离谱的是他的微信通讯录里还有
很多暧昧对象，从聊天内容看，应该是
通过陌陌或者附近的人这些社交软件撩
来的。

他平时会看A片当做消遣，我觉得
这不算什么，男人有几个没看过的。但
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色，不但到处聊骚，
还频繁跟人开房，我出差他去开房，平
时中午也去开房……

三观碎了一地。
我们是大学同学，都是对方的初

恋，爱情长跑 6年后结婚，现在儿子 8
岁，两个人在一起整整 14年了。他家经
济条件很一般，我嫁给他算是裸婚。我
们很少吵架，家庭分工明确，他主外我
主内，生活平淡但很幸福，我们一致认
为，这辈子只要拥有彼此就够了，也非
常瞧不起那些出轨的人，不管男女我们
都鄙视。

那么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男主居
然玩出轨，真是超级讽刺。这迎头一记
暴击，也让我从一个自信快乐的人，变
成多疑暴躁的人。非常难受，因为没有
人可以倾诉，闺蜜也不能说，以前自己
经常在朋友圈里高调秀恩爱，现在我能
跟她说：我老公出轨了，而且还不止一
个女人？太打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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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事情窝在心里非常难受，

让人感觉要发疯，以前的现世安稳岁月
静好原来是一场幻境，让我找不到安全
感，脑子里很乱，只想着怎么摆脱眼前
乱糟糟的局面，想着还是离婚算了。

他坚决说不离。反复说，他出轨不
是我不够好，是他一时冲动，图新鲜刺
激，都是走肾不走心，以为我会像他公
司其他人的老婆一样，只要老公对家庭
好对孩子好，在外面怎么玩都行。

他口口声声说要改过自新，求我再
给他一次机会重新开始。他说不能想象
没有我的生活，也不想让儿子在没有爸
爸的环境下长大。

这话前半句让我嗤之以鼻，后半句
却说到了我心坎里。提出离婚的那几天
晚上我都没睡好，想得比较多，关于双
方感情，关于孩子，房子和财产分割，
关于未来以后。

最让我纠结的是儿子。他才 8 岁，
家庭破裂了，他该怎么办。跟我，我要
上班，偶尔还要出差，没法好好照顾
他。给他也不行，他肯定是给他妈带，
他妈身体不好我不放心。关键是我们只
有一套房子，还在按揭，离婚了肯定要
变卖。我还了解到，嫖娼犯法，但婚内
出轨不犯法。婚内出轨导致离婚，打官
司，出轨方钱不会少分，更不会净身出
户。所以对我来说，目前离婚的话，成
本很高，而且也没有下家等着我，最重
要的是儿子需要一个亲爸。想来想去，
决定暂时不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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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背叛这件事，就像猝不及防

吃到了一口屎，怎么也咽不下。
我知道，结婚后爱情会趋于平淡，

生活总是日常，老想着恋爱时的风花雪
月太矫情了，爱情和婚姻总有个主次关
系。理性的人尤其是事业心强的男人，
不想在感情上浪费太多时间，找到适合
自己的另一半结婚后，人生方向就作一
番调整，专攻事业，为家庭积累财
富。

但我老公他现在还只是一个打工
的，事业无从说起，房贷未还清，存款
也不多。他没想着奋斗事业，也没想着
培养健康的爱好，却热衷于寻求肉体刺
激……跟着这样龌龊的人，哪来的安全
感和幸福感？

见多了出轨劈腿的故事，身边就有
好几个女性朋友，作为受害者，她们总
是絮絮叨叨自伤自恋，一副怨妇的样
子。我觉得太难看了，我不想做怨妇，
把伤口撕开给别人看有什么用？还不如
想想怎么让自己开心吧。

之后看到一段鸡汤文：“要找一个能
在他面前尽情做自己的人，可以素颜马
尾，邋里邋遢。他不在乎你零星的痘
痘，也不在意你一顿吃三碗饭加一个鸡
腿。他能容忍你的喜怒无常，偶尔爆
粗。他会喜欢你在大街上笑得直不起腰
来的样子，无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他
依然爱你如初。”我觉得这是一碗毒鸡
汤。就我的角度来看，人绝对可以貌
相，老公看老婆也是这样。比如我老
公，频频出轨，对象都是年轻漂亮的女
人，除了贪图新鲜，难道不是在嫌弃我
不年轻不漂亮吗？

作为一个奔四已婚妇女，我每天忙
得像打仗，操持家务，操心孩子，很少
有自己的时间。难得有点空，又想休息
休息，不想动了。所以几乎不去做护肤
美容健身，衣服也是简单随意不讲究，
体重从姑娘时的 95斤飙升到 115斤，身
材走样邋里邋遢，形象确实有待提高。

我想，必须找回原来的自己，过自
己想过的生活，当然了，二胎计划也中
止了，这个时候生二胎，除非我脑子进
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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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以前真是傻，儿子都是我一个

人在管，好让他腾出时间去鬼混，现在
我跟他约法三章，陪伴儿子写作业，接
送儿子上下学的事情，一人一周轮流。
我也不再埋头做家务，请钟点工一周两
次来打扫。他舍得花钱跟人开房，我干
嘛还省钱自己做保姆呢。

家务外包了，儿子有人管了，时间
一下子宽裕起来，我开始疯狂健身。一
个月后，人就瘦了十多斤。我又开始疯
狂购物，化妆品衣服包包鞋子，以前只
敢看看不敢下手的，都拿下，花钱如流
水的感觉真爽。

以前一头扎在自己的小家里，朋友
邀约也总是拒绝，现在我也不爱呆在家
里了，去健身，去美容，去逛街，与朋
友泡吧喝酒，偶尔还去旅游。

走出去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
太封闭太粗糙，也深深感受到外面的世
界真大，真精彩。然后我还发现，女人
想要出轨真是太容易了，尤其是稍有姿
色的，总有无聊的男人来搭讪。登上社
交软件，一小时之内肯定有二十几个男
的求加，要求视频要求激情，这说明什
么？说明无聊的男人太多，想要出轨的
男人太多了！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健身房，跟一
些没结婚的小鲜肉一起玩。这些年轻健
壮帅气的男人，让我对生活产生了良好
的体验，比我老公这种油腻的老男人有
意思多了。

我不喜欢油腻的老男人，可能是老
公出轨让我对老男人有了偏见。事业成
功的油腻老男人更是，他一路走过来，
经历了多少女人，身上堆积了多少女人
的青春，真是说不清楚。虽然我也是老
女人，但我对老男人不能接受。

本来的我，谁跟我聊骚都要反感，
现在被老公教做人后，整个人豁然开
朗，是的，我也出轨了。

眼下有个固定情人，是在健身房认
识的。我将他当成一夜情对象，后来发
现两人兴趣爱好相同，竟然有热恋的感
觉，也仅仅是感觉，因为没有发展的可
能。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底线，就是感
情上不会专注于某一个，而是同时跟几
个玩精神出轨。不想专一，不想吊死在
一棵树上，涉及到感情就太累了。所谓
感情，到最后也就是这样。我怀念爱
情，羡慕那种浓烈的眼神，但我知道，
发自心灵的东西有多难得，这辈子估计
都不会有了。还是像老公说的那样，走
肾不走心玩一把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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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专一，是因为带着感情加

成，现在感情上清零，可以视若无睹
了。慢慢地，恨老公的心变淡，但是也
不爱他了。撇开感情，我真的不需要依

附他。有一段话说得好：一个女人，物
质上不依赖你，经济上不依赖你，精神
上不依赖你，那么请问还要男人干什
么？我们又不缺祖宗……所以老公在我
心里，只是儿子的爸爸。

偶尔会从他钱包里看到酒店消费小
票和早餐券之类的，应该是约人去开房
了，看来他也玩得很嗨。如果放在过
去，看到这个我会疯掉，但是现在，我
心情很平静，看开了。

我们就过着各自出去玩，回家如室
友的生活，说实在的，我喜欢这样的生
活方式，这个应该算传说中的“开放式
婚姻”吧，我们看上去就是一对和睦相
处的好室友。

偶尔，他也会急眼，要求我STOP。
我说，既然是你挑的头，那就一起

玩下去呗。我还对他说，从看到你手机
里的聊天记录以及床照的那天，我对你
就一点欲望都没有了，看见你不穿衣服
的样子会恶心。

我有时闲下来会想，恋爱到现在整
整 14年，感情冷却彼此厌倦太正常了。
感情冷却是没有原因的，就好像一杯热
水凉了，很正常，只是回到原本的温
度。婚姻就是一个保温瓶，即使想方设
法延迟冷却，但最终还是会冷却的。

只是他比我早一步表现出来并付诸
行动，沦为过错方而已。

我们很少吵架，其实是懒得吵架。
偶尔吵架，他骂我婊子，我骂他畜生，
用词非常贫乏，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
早就不说情呀爱呀的，会笑场。

但人前，我们还是幸福和谐的一家
三口。我和他都很爱儿子，在儿子面
前，他是一个好爸爸，我是一个好妈
妈，我们都注意言辞，陪伴儿子时尽量
做到高质量，选择增长见识开发智力培
养能力的那种活动。虽然没了爱情，但
生活上的琐事让我们无法分开不理对
方。儿子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儿子是个
省心的孩子，很聪明很上进，目前成绩
很好，所以我和他都很欣慰。

很多人会说，要出轨就别结婚，结
婚了就别出轨，要出轨就等离婚了再出
轨。我觉得这是个悖论。对我来说，健
全的外壳很重要，如果离婚，双方父母
亲戚都闹腾，问这个问那个，离成了，
两家人以后见面也尴尬。反正爱情死
了，新不如旧，冲着养儿子的价值，凑
合过。小孩子谈对错，成年人谈利弊，
婚姻家庭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对不。

现在我不会考虑离婚的事情，就算
是离婚，也不会再婚了，男人看得多
了，心也冷了，对结婚没什么兴趣了。
当然，什么时候他找到下家想结婚了，
再散伙不迟。

我知道我的故事会受到大众道德批
判，但我还是想说，说出来舒服，要骂
的就尽管骂吧。

情感辣评：

别用“开放式婚姻”
为出轨找借口

信奉“开放式婚姻”的人，都认为自
己足够聪明、理性，他们把婚姻当作事业
来经营，以为可以把性和爱分开，责任与
自由同在。可是，多数人认为挑战的是婚
姻制度，最终输给的却是贪婪的人性。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所以需
要深刻的彼此链接来消解孤独感。但是人
又是向往自由的动物，所以我们一边渴望
关系，一边又害怕关系的束缚。“开放式
婚姻”看似给出了两全的答案，但是它动
摇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高估了人
的理性，低估了人性的贪婪。更重要的
是，靠利益维系的婚姻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感。因为人和人之间最脆弱而甜美的关
系，在于情感的链接；那些柔软的、温暖
的、美好的感觉，才是婚姻里最有价值的
部分。

当“开放式婚姻”成为出轨的借口，
我们就不再相信有美好的感情和婚姻关系
了。那种古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相伴一生的婚姻；那些“山无棱，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的矢志不渝的感情，好
像成了上个世纪的遗物了；我们更熟悉的
婚姻模式是，人前秀恩爱扮演百年好合，
人后关上门，各玩各。

信奉“开放式婚姻”的人，从本质上
来讲，是自私的。一边享受捆绑式婚姻带
来的利益关系、安全感和美誉度，一边又
放飞自我，一星期换一个小鲜肉。他们认
为这是成年人的契约，双方自愿，没有伤
害到任何别人。

其实受伤害最大的是他们的孩子。小
孩子其实非常敏感，父母之间是真爱还是
演戏，他们不可能感觉不到。只有在健康
的、幸福的、有爱的流动的婚姻里，才能
滋养出情感和情绪健康的小孩，父母之间
亲密关系互动的模式，会影响孩子将来一
生的幸福。

婚姻里有感情，也有责任，正是责任
和束缚，成就了婚姻的魅力。真正幸福的
夫妻，在彼此理解、信任、包容和付出
中，收获了感情的深度和彼此的不可替代
性；他们在婚姻里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
向外寻找新鲜感和刺激。

所以，别用“开放式婚姻”为出轨找
借口，而应该在婚姻里好好修行，把健康
温暖的关系，作为送给爱人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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