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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不是被人抢着要？
我这种高科技人才，
我被﹃事业单位﹄录用了
我包装了自己的谎话，

B

可是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我爱她吗
我知道不该欺骗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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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极不情愿地和晓黎（化
名）走进了民政局……
晓黎去意已决，任我如何挽留，
她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再三哀
求，坚决不同意签字。最后，婚没离
成，身怀有孕的晓黎扭头上了出租
车。我的精神彻底垮了，肠子都悔
青了，我当初为什么要欺骗她呢？
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三年前，
我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大型
国企。单位远离省城，在一座偏僻
的小城。当时这份工作也是父母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我联系上的。
年少轻狂的我极不情愿去这样的单
位。我无数次跟父母说，这都什么
年代了，为什么还要在乎铁饭碗。
我这种高科技人才，到哪不是被人

抢着要。
大学时，我被调配到中文专业，
可我根本不喜欢，我四年压根没好
好上专业课，反倒是成了计算机系
的编外学员。所以，本科毕业后，我
又考上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我和同窗合伙
创业。有大半年时间，我一直在和
同窗共同注册的公司干活。起初，
父母不支持也不反对，可一段时间
后，他们便颇有微词，说我不务正
业，将来没人愿意嫁我……这不，就
有了后来在国企的那段职业经历。
在那座荒凉、偏僻的小城，除了
每天日常的，对我而言不费吹灰之
力的工作内容之外，我的生活无聊
至极。我和晓黎也正是那段时间在
网上认识的。

这两年短视频很火，我也经常
关注一些短视频网站，我和晓黎就
是在那认识的。我们从最初瞎聊转
战 私 聊 ，大 概 也 就 不 到 一 个 月 时
间。我忽然不再为无聊的生活烦
恼，感觉日子有了盼头。我是个爱
说爱笑的男孩，晓黎是个温婉内敛
的姑娘，从相识起，我就感觉这辈子
我娶的人就是她了。
晓黎家是省城的，当时她本科
刚毕业，正在择业阶段。我和她认
识没多久，她就通过了本地的公务
员考试，
被一家不错的单位录用了。
为她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们的
未来却成了一大难题摆在二人面
前。长期分居两地，一是不现实，二
是即便我们二人没意见，晓黎父母
也绝不同意这桩婚事。

回忆起异地恋那段时间，我们
的感情真的特别好。多少异地恋被
无情的现实粉碎，而我们最终却喜
结良缘。其实我们能走到一起，也
是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我瞒着父母从原来的国企辞职
后，偷偷地来到省城。我想，凭借我
自己的本事，可以闯出一份天地，一
定比在国企死守一辈子强。
自从我辞职来到省城后，我就
能和晓黎天天见面了。随着交往的
密切，我们之间的感情比以前更深
了。那时我就断定，我的选择是正
确的。我每天送晓黎去上班，我呢，
继续和同窗创业。一年后，晓黎工
作干得已风生水起，而我们创业的
项目，却不见进展没有盈利。那段

时间，
我全靠吃老本和父母接济生活。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不
是办法，无论从自身发展还是娶晓
黎，都成问题。而晓黎那边，家人已
开始催她领我上门。晓黎父亲是医
生，母亲是教师，他们的女儿又是公
务员。晓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
父母希望她找个有稳定工作的男
孩，其他都在其次。他们最看重的
就是这点。我和晓黎都心知肚明，
我的“工作”成了一座大山，横亘在
那，
阻碍着我和晓黎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向
晓黎夸下海口“就凭我这一身‘武
艺’
，
考个公务员没问题”
。
当父母知道我辞职后，也是一
番动怒，但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选

择。后来，我父母专程来到省城，见
了晓黎，感觉很满意，又为我全款买
了一套房,婚房的问题就解决了。
很快，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
公司项目负责人，他手头刚接到一
个项目，是外包了一家事业单位的
活。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有了一份
大家所谓的“工作”。但是说白了，
我也就是一个公司的聘用临时工。
我知道这工作朝不保夕，项目一结
束，没准我就得失业，但就我当时的
处境，我也没得可挑。
在晓黎面前，我早就夸下海口，
我不想让她失望，所以，我就彻底包
装了自己的谎话，告诉晓黎以及她
的家人，我被项目甲方这家“事业单
位”录用了。

也正是因为我这个弥天大谎，
我和晓黎才能一步步顺利地走进了
婚姻。老丈人对我这个女婿非常满
意，逢人就夸我。说实话，每次看到
他对我赞不绝口，
我的心都是虚的。
双方父母对我和晓黎这桩婚事
连连叫好，都说我们是佳偶天成。
其实只有我心里清楚，我这谎撒大
了，还不知道将来该怎么收场。不
过转念一想，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
想那么多。
我和晓黎去年国庆节举办了婚
礼 。 婚 后 ，我 们 的 生 活 真 是 甜 如
蜜。我和晓黎都是家里的独生子
女，两家老人轮流来照顾我们，我们
的生活可谓无忧无虑。
就在今年初，我所在的公司因
项目接近尾声，我预感到我的工作
即将有很大的变动。可偏偏就在这
个时候，
晓黎怀孕了。
晓黎怀孕后，我母亲每天专门
来给我们做晚饭，说要保证孕妇营

养。晓黎见我每天早出晚归，认真
工作，她说她心里就踏实。你不知
道，
我听到这话，
心里有多毛。
悲剧的是，我们那个项目还没
结束，我就彻底失业了。失业不可
怕，可怕的是，我每天都得像个演员
一样，演自己仍然在正常工作。每
天早上和晓黎一起起床，一起出门
上班，然后闲逛一天，再按原来的下
班时间回家。
演了不久，就露馅了。因为发
工资的日子，
我却没有工资可上交。
弥天大谎彻底败露了，晓黎身
怀有孕，我生怕她动了胎气，连忙解
释、认错。可是，无论我好说歹说，
她一句都听不进去，
又哭又闹。
第二天，晓黎就回了娘家。老
丈人把我叫到家里，劈头盖脸一顿
训斥，说我不该这样忽悠他们一家
人，
枉对我一番疼爱了。
一周后，老丈人的火似乎消了，
对我说：
“ 啥也不说了，过去的事一

笔勾销，尽快找份工作，扛起一个家
庭男人的重担。”我一听老丈人的话
有缓儿，我是又作揖又道歉。本以
为这事就这样了了。
谁知，跟我没完没了的是我老
婆。她说，有没有正式工作都不打
紧，可她最看重的是我和她之间的
信任与真诚。我不仅欺骗了她，还
骗她生孩子，她不能跟一个满口谎
言的男人共度余生。
听到这话，我绝望了。我知道
晓黎的脾气性格，她的倔强可不是
一般人能比的。就像她当初考公务
员，她认定的事，就算再难她也会完
成。这次，
我真是伤到她的心了。
这段时间，我什么方法都用过
了，却没有一点作用。任凭我怎么
做，晓黎都不原谅我，
就一句——
“离
婚”
，
她还说她自己能把孩子带大。
我知道自己犯了错，不该欺骗
她，可是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我爱
她吗？

龙扬装饰工程不转包 纯江苏工艺
35800/38800 一站搞定装新家

进店客户有礼相送！
！
！精致生活从龙扬装饰开始

凡订单客户即 1.送终身无忧质保
2.工程总价打 9.6 折
3.送净水器一台
4.送全房装饰开关插座
5.送全房石膏线
6.送拓荒保洁一次
订单即送：
欧派烟机灶具，
水槽龙头，
浴霸，
花洒，
欧派晾衣架，
厨卫花片，
防臭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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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强子（化名） 30
岁

弥天大谎败露婚姻亮红灯我狼狈不堪
信口忽悠娶得美人归，

A

情感

记者的话

真是自
作自受！打
着“ 爱 ”的 幌
子，就可以满
嘴谎言吗？
挣钱的事是
能力问题，欺
瞒哄骗可是
人品问题。
悔过自
新求得原谅，
恐怕是你唯
一的出路了。

专 业 装 修 专业粉刷 专业装修 陈师傅装饰

专 业 水 电 暖 改 造 及 安 乳胶漆、涂料、油漆、墙面处
装、乳胶漆，涂料，油漆，理、贴墙地砖、水电暖安装维
砸墙，木瓦工各种小活 修、PVC 吊顶、新房改造、旧
13519440862 房翻新等。13830285994

水.电.木工.瓦工.刷房 专业粉刷、涂料、乳胶
子.砸墙.各种活。 漆、油漆、砸墙、水电暖
电话15693876521 改造。15809324958

爱家装饰 专 业 装 修

彩钢建材

杨师装修
十年专业刷房 家庭装修，
以旧翻新，砸

圣龙钢结构

承接室内室外整体装修，旧房改
造翻新，粉刷、瓷砖、木工、瓦工、 水 、电 、暖 、木 工 、瓦 工 、墙
水电暖改造一条龙服务。收费合 面 、油 漆 、防 水 、各 小 活
理、服务周到。13909496645 15214072637

专业粉刷，水电整体改造，

加工、
制作、
安装、
一级企
墙，乳胶漆，粉刷，水电，暖 设计、
★免费升级：金刚大理石大地砖
帖墙地砖，木工，吊顶， 气 改 造 ，贴 砖 ，墙 纸 ，木 业、
生产基地。0931-7785986
★免费升级：香港保利.印象实木烤漆门
砸墙等。13619394098 工。15117088812杨师傅 13993141188 13321339002
★免费升级：TOYO 统用卫浴
装修水暖
★免费升级：欧派晾衣架
水 电 暖 ，防 水 ，卫 生
水电暖改造，
粉刷，
贴
间厨房改造，
墙地砖 瓷 砖 ，防 水 ，木 工 ，旧 岩棉复合板，
★免费升级：多乐士，水性科天环保乳胶漆
楼承板生产安装。
旧装修，
粉刷。
房翻新，
各小活。
公司地址：金港新城商住楼 2-2505（糖酒市场旁边）
（可乘 2 路.18 路.26 路） 24 小时热线:13359482825 13088740853
13008768099
13109407531
15682747791

旧房装修特惠：
旧房装修砸墙，
拆除费用全免。
套餐包含：
墙面乳胶漆 厨卫墙地砖 开关插座 大地砖
成品烤漆门
卫生间防水 踢脚线 木地板
整体环保橱柜 洁具四件套
厨卫包立管
地面找平
卫生间浴霸
厨卫集成吊顶
厨房集成灯
五金锁具

专业家庭装修

专业承接砸墙，贴砖，水电暖改造，刷墙，
质量保证，价格合理。189 1907 1009

江苏百姓装修

南方工艺专业二十年团队,施工经验规范丰
富,力求环保。承接各类(家装工装)装修工
程项目。您满意,我努力。13919266988 朱

惠佳装饰 圣 奥 彩 钢

装 修 公 社

百姓装饰 新房检测甲醛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小程序 官方唯一指定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足不出户 轻松办理各种广告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信专业，装好房!装房您累了吗？装修房子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大多数缺乏装修经
验的人来讲，平添了许多烦恼，加之装修业务员不断的电话，许多业主对装修变得又爱 木工、瓦工、涂料、乳胶
超标去除甲醛
又恨。价格低的担心质量和材料无法保障，价格高的也会担心是否物超所值。户型结 漆、油漆、砸墙、水电暖。
18693118991
构的优化，空间的合理利用，生活化。如有以上困惑请拔打18153670111 咨询
15193192932

老兵装饰 专业刷房

专业粉刷，新房，旧房翻新，水 乳胶漆、涂料、新房、旧
电暖改造，防水，店面装饰，贴 房翻新、家具油漆改色
墙地砖，砸墙，砌墙打地面垃 翻新。电路改造
圾 清 运 。 13919881192
15682780638

喜讯 ：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
信息特推出“ 刊四赠一 ”
活动欢迎刊登！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微信扫一扫 在线订制 在线支付
客服电话：4662740

8150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