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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人一恋爱就犯傻，
我被他一次次欺骗利用眼睁睁当傻瓜
非我不娶言犹在耳，转眼上了别人的床
我和王兴宇（化名）是 2014 年去南
方打工时认识的，认识的机缘是我们是
老乡。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异地他乡见了老乡自然感觉亲切，可
还真没夸张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在那
次朋友聚会上初见到王兴宇，抛开老乡
这层关系，我对他的感觉并不怎样好，怎
么说呢，感觉这个人有些油滑，不是我喜
欢的那种类型。
可是，那次聚会相识后，王兴宇开始
追求我了。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我
的菜，我也就没必要和他虚与委蛇。刚
认识时碍于老乡的情面给他留了联系方
式，这以后他每次联系我，我都以这样那
样的借口回避他，电话、QQ 约不上，这个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索性就找来了
——在我上班的公司门口堵我；在我住
的楼下等我……
想躲都躲不掉。
以前听男人们聊起追姑娘，用的是
一个“泡”字，叫什么泡妞。那时候只觉
这么说很轻佻，现在才明白了，这个泡还
真是贴切适用，任你怎样的主意定，也经
不住人家的蘑菇功夫。软磨硬泡得久
了，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原来不顺眼的竟
顺眼了，感觉不对头的也对头了，发现他
其实还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他对我
一往情深。我被他的深情融化了。
当然，除了感情这一点，之所以最终
接受他也有现实的考虑，我们是老乡，将
来结婚更现实。
我和王兴宇在一起了。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幸福，以为自己找到了此生最爱，
而他也许下了此生非我不娶的诺言，对
他的信誓旦旦我深信不疑。
我们在一起才四个月吧，王兴宇就
被他的一个同学叫到东部的一个城市去
工作了。正处于热恋当中，对他的离开
我自然很是舍不得。他也表现出依依难
舍之情，说那边的工作对他今后的发展
更有利，让我忍耐些，说等他在那边站稳
脚跟稳定了，
就接我过去云云。
心里装着他的承诺，还有对美好未
来的期待，接下来的日子，我所有的热望
就是等待，一直等待，等待王兴宇接我的
那一天。他不在身边的日子，每天最幸
福的事就是在手机 QQ 上和他聊，这个时
刻仿佛他就在我身边似的。
美 梦 很 快 就 打 碎 了 。 2015 年 2 月
底，具体忘了是哪一天了，有天夜里我睡
不着，拿出手机翻看，因为想念他，就进
了他的空间。我很少进他的空间的，平
日里在 QQ 上聊聊就很花时间了。那天
晚上却鬼使神差地进了那个我不常去的
地方。在他的空间我看见了他发表在说
说上的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子在床上
的亲密照！我的头像被电击了一下，嗡
的一声，瞬间头脑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最后哭着哭
着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两只眼睛肿
得跟桃子一样。
没心上班，也没法上班了，我只想了
解一件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直接
打电话过去追问，追问那个女人是谁？
他很轻松地回答我：只是个一起玩网游
的网友而已，劝我别乱想。挂了电话再
看 ，那 张 照 片 已 经 被 他 从 说 说 里 删 除
了。照片删除了，心里的阴影却没法删
除，玩网游能玩到床上去，就算我是笨蛋
也没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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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分手，他不同意，一直解释
那女孩只是普通的网友而已，他和她什
么都没做。为此还赌天誓地，说他要做
了对不住我的事就让他如何如何。我
不是不想相信，我真的没法相信，那段
时间我是伤心欲绝，
心如死灰。
劝不转我，他竟辞掉那边的工作过
来找我了，说从此后就守在我身旁，哪
里都不去了。又说看在他为我丢掉那
么好的工作份上，我也该相信他的诚
意。对他的剖白我默然无语，我不知道
还该不该相信眼前这个人。看到我的
犹豫，他又给我加了个定心丸，说如果
我愿意，
明年春天他就娶我。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的心究竟硬
不起来，最终和他和好了。王兴宇在邻
城找了份工作，周末就过来看我，两个
人的小世界，他一口一个老婆地叫我，
那份亲昵几乎让我忘记了曾经的背叛，
我又开始憧憬幸福日子。
我现在相信，王兴宇最擅长做的，
就是在我感觉幸福的时候，在我的心上
刺一刀，
或者兜头浇一盆冷水。
毫无预兆地，一个星期五下午，他
打电话提分手。我问分手原因。他说
原因我知道，就是照片上那女孩，她来
找他了，
他俩已经住一起了，
所以……
所以，我就得让位。既然这样，我
也不会死乞白赖地抓住他不放吧，我有
我的尊严。我最后还得体地祝福了他
及那个——我叫她什么呢，夺走我恋人
的小三，我祝福他俩美满幸福白头到

老。我这一套高姿态程式化的祝福假
得我自己都觉得恶心！说完这些言不
由衷的话，
我整个人虚到全身脱力。
我又一次被他骗了！
再次被他骗了，我想，无论如何我
该长记性了。而他，骗了我一次又一
次，再不会来骚扰我吧。现实是，我高
估了自己的底线，
更低估了他的脸皮。
和王兴宇分手后，我把他的 QQ 删
了，没过多久，他又加回了我。我懒得
再理他，他却在上面说一些莫名其妙的
话，说什么想我爱我啦等等。这些肉麻
的话和当前的情境不合啊，是不是吃错
了药？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怎么个意思，
他 却 莫 名 其 妙 ，说 没 有 啊 ，他 怎 么 会
……后来搞清楚了，原来是他那个新女
友担心他和我藕断丝连所以设计试探
我。这个新女友竟还有这等心机，说实
话比我强。可是，世事难料，她大概怎
么都没料到，正是她的心机把本来已不
联系的两个人又给牵到一起了。
此后，王兴宇又经常跟我聊天，这
以后的聊天内容经常是他的现任女友，
说她脾气有多坏，又有多懒，衣服要他
洗 ，饭 也 要 他 做 …… 总 之 ，新 人 不 如
故。后来又说，他带她回去见他父母
了，他父母很不喜欢，叫他和她分手。
过了段时间，他告诉我，他也见过她的
家长了，说对方家风不正，要求苛刻，他
火气大得很。从女方家回来不久，他跑
来找我借钱，说他女友生病住院，他手
上钱不够。心软，
把钱借给了。

眼光其实不差，只是被人“泡”傻

记者的话：
若说他花心，对第二女友倒似乎挺执着，
为了她不惜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生米煮成熟
饭……
只不过他的父母吃的是煮熟的米饭，而
你，却吃了满嘴的沙，既硌牙又伤心——不，
恶心。
与其说是遇人不淑，不如说是意志软弱，
明知道不是你的菜，却还把他收到篮子里。
徒有识人之明又有什么用呢？荒了岁月，浪
费了青春，
更伤了心。
所以，女孩们，如果认定不是你想要的，
千万别给机会让人“泡”。否则，他不是你的
菜，
你却成了人家的
“泡菜”
！

去年 7 月初，他跑来见我，说他和
她分手了，今后不会有任何联系。我问
他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他是专门
请我去他家的，他认定的对象就是我
了。这话说得突兀，好像拿定我一直等
着做候补似的。问题是，没脑子的我居
然答应了。答应的借口是，我也正想回
趟家，顺便可以去他家转转，以普通朋
友的身份。
那趟家乡之行很愉快，我感觉我和
他都放下过去的纠葛。他的父母都很
喜欢我，让我今后多来他家玩。刚从老
家返回才一个月，他又问我借钱，说他
母亲生病住院了。在老家的时候就知
道他妈身体不好，我想都没想就借给他
3000 元。借走钱，就再也没了消息，我
惦记着他母亲的病，打他的电话竟然关
机，我担心是不是情况严重了，就直接
把电话打给他家里。接电话的竟然是
他妈本人，问起来她好好的哪里生病
了，又说根本没见儿子回家，只知道最
近他计划出去玩一趟。
他妈的话让我心颤，直觉自己又一
次被他给诳了。放下电话我进了那个
他所谓前女友的空间，空间里新上了几
张照片，她和他的，两个人登山临水秀
恩爱呢？拿了我的钱做旅费和她去旅
游，
我简直是个大头！
他旅游回来我才知道，他和那个女
友分手，拉我去他家都是他精心筹划
的。他家人不接受他谈的这个对象，他
就假意称已和她分手了，拉上我做替身
骗他父母，同时骗取我的信任。事实
是，他想让那女的怀孕，来个既成事实

逼他父母接受那女的。所以，我给他借
钱等于资助他俩的蜜月旅行。
就算不爱我，为什么还要这般利用
我，伤害我！
我给他母亲打电话说出实情，把我
和他的前前后后及这次借钱和那女友
旅游的事全都说了，他母亲在电话里替
他儿子向我道歉，求我原谅王兴宇，说
现在就打发他堂弟找他回家，又说她绝
不会让那女的进门，让我放心……
我还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我的心
已经死了。如果说以前还能原谅他，经
过这样一次次的欺骗和利用，实在没办
法再原谅了。不，谈不上原谅，这个人
在我心里已经不值一提。我现在不想
知道有关他的消息，除了等他还钱。
过了不长时间，他又来找我了，求
我原谅他，说他不该骗我，可他心里一
直是有我的，那女的，只是摆脱不掉。
这次我都懒得理他了，说：废话少说，什
么时候还我钱！听我提到钱，他表现出
很受伤的样子，说我怎么这样，难道我
俩的情分还不值那点钱。我冷笑。
钱没还上，就听到那女的怀孕的消
息。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父母这会
不能不让这个准儿媳进门了。至于我
的钱，等着吧，怀孕生孩子——花钱的
地方多着呢。
在这个人身上蹉跎了青春，浪费了
感情，受了伤害，回头想想这场糊里糊
涂的恋爱，才发现当初自己的眼光确实
不差，刚认识时对他的认识评价其实恰
如其分，怪只怪自己心志不坚，被这个
没看上的人
“泡”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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