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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花了眼而伤害了妻子
荀许从云

不管男人女人袁聚到一起开玩笑时袁总少不了这样
人人皆知的戏言院野老婆是别人的好袁孩子是自己好冶袁
野握着老婆的手袁 仿佛是左手摸右手袁 一点感觉都没
有冶遥 这虽然是社会上流传的玩笑话袁但是袁它确实是
大多数已婚男人的心理表白袁也就是已婚男人审美疲
劳症的表现遥
我爱人的一个面临离婚的同学向我爱人诉苦时
说了这样一句令人记忆犹新的话院野情人眼里出西施袁
丈夫眼里出糟糠冶遥 细细想来袁此话不无道理袁夫妻朝
夕相处袁时间长了袁新鲜感没了袁妻子模样变了袁其缺
点毫不遮掩地暴露出来袁曾经完美无缺的妻子现在充
满了看不惯的野缺点冶袁出现了审美疲劳遥 客观现实中
因为审美疲劳出现野情人眼里出西施袁丈夫眼里出糟
糠冶而导致夫妻不和尧养情人尧包野二奶冶袁最后家庭破
裂的事例不胜枚举遥 宽容一点讲袁有了审美疲劳无可
厚非袁问题是怎么样解除审美疲劳遥
讲讲我的切身体会吧遥 说实在的袁我一直是比较
欣赏我妻子的袁野海拔冶低一点袁模样过得去曰脾气大一
点袁人品很不错遥 但是袁有一次差一点使我产生了审美
疲劳袁也正是那一次使我基本上读懂了野妻子冶这个
词遥
我身体不太好袁医生嘱咐我不能抽烟喝酒遥 但有
一次和朋友们玩时袁我破例抽了一支烟遥 回家一讲话袁
老婆马上就嗅到了还残留在我嘴里的烟味袁不容我解
释袁她立刻高八度毫无顾忌地朝我吼袁讲了很多难听
的话遥 旋即我觉得她太不雅了袁跟没有文化的乡里堂
客差不多遥 正当我忍无可忍想反驳说野死了也不要你
管冶时袁妻子恶狠狠地丢出一句话野你要不是我老公袁
我才懒得管哩浴 冶这句话把我想回敬她的话挡了回去遥
是呵袁因为我们是夫妻袁她才这么的关心我袁因为我们
亲密无界袁她才那么的怒发冲冠遥 这件事情说明只有

自己的老婆才是真心待自己的袁很多时候袁老婆失态
发脾气是为了这个家过得好袁是为了不让丈夫颓废走
弯路遥 夫妻久了袁不是自己的老婆不优秀了袁不值得欣
赏了袁而是自己产生了审美疲劳遥 想想看袁在别的男人
眼里袁自己的老婆是那么的温文尔雅袁那么的充满女
性的魅力浴
妻子是放在篮子里的菜袁看似平淡无奇袁甚至有
些俗气袁但正是有营养的菜袁用她的唠叨尧用她的温
情尧用她的体贴尧用她的勤俭滋养了你袁让你红光满
面袁衣履整洁遥 情人是需要你伺候的人袁是总嫌你买的
东西太便宜的人遥 她如插在花瓶里的鲜花袁看着赏心
悦目袁使你生出无限爱意袁但这鲜花却需要特殊营养
品的滋养袁比如金钱尧权力尧地位尧名誉噎噎如果你买
两枚完全相同的金戒指袁一枚送给情人袁一枚送给妻
子遥 当两位女人接到相同的礼物时袁情人会给一个甜
蜜的吻袁有可能瞒着你袁拿着戒指到银行鉴定一下曰妻
子会怨你花了那么多钱袁买这不实用的东西袁然后喜
滋滋地戴上袁但她绝对不会怀疑这戒指的真和假遥
曾听一位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袁一位丈夫在外
有了情人袁妻子知道了却并不声张遥 在丈夫去会情人
之前袁妻子在丈夫的鞋垫下偷偷放了一粒小石子遥 这
位丈夫到了情人那里袁让情人帮他看看鞋里有什么东
西绊脚袁情人却小嘴一嘟院野臭哄哄的袁你自己去看遥 冶
丈夫回到家里袁向妻子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袁妻子二话
没说将鞋子检查一番袁然后掏出鞋垫袁找出小石子遥 鲜
明的对比袁丈夫幡然醒悟院野还是妻子对我好啊浴 冶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故事中的丈夫和妻子都有我们
学习的地方袁妻子用巧妙的办法治理了丈夫的审美疲
劳袁丈夫能及时识破情人的野秀冶相袁回到妻子真实的
生活中遥 所以袁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审美疲劳的大丈
夫们袁切记院别让审美疲劳伤害了你的妻子浴

存一个好心情袁 家庭的气
氛会更加清新怡人的遥
由于工作的关系袁妻
子很少做家务遥 有一天上
厕所看到她洗得特别干净 A 刊
的磁盆袁 我对她说院野我刚 荫 动 力 厂 组 稿
才上厕所掉了颗槟榔在磁
盆里了遥 冶野掉了就掉了呗浴 冶妻说遥 野可我拣起
来放在口里了浴 冶我笑着注视她遥 她一下明白我
的意思袁明白了我对她劳动成果的肯定袁脸上
灿若桃花遥 由于我的赞美袁妻子在劳累一天回
到家也主动承担了一些家务活袁让做丈夫的我
轻松不少袁看来袁赞美诗功效大着呢浴
做丈夫的男同胞们袁请不要吝啬自己的赞
美吧浴 在妻子炒上来的美味时袁在妻子工作取
得成绩时袁在妻子穿上漂亮服装时袁在妻子为
儿女辛勤操劳时噎噎赞美是一首动听的歌袁赞
美是一束美艳的花袁 赞美是一枚甜蜜的糖果袁
赞美是一袭温情的风袁能驱散爱人的劳累和不
快浴 赞美是女人最好的美容护肤品浴

妻子爱听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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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不喜欢听好听的话袁这似乎是个普遍真
理遥 咱湘乡人说得更好院外婆屋里姓野蒋冶呢浴
妻子似乎也可归属此类遥
偏偏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说甜言蜜语的人袁非
但不爱拣好听的话说袁有时还爱故意抬扛袁善意
的调侃及有意的不说要要
要肚里明明有赞美诗袁但
知道你想听袁就是装作视而不见不说出来遥 这样
装瞎尧作哑的次数多了袁妻子耳朵享受赞美的欲
望得不到充分满足袁心里就不乐意了遥
记得有一次她不声不响地选择了一个发型袁
剪了一个发遥 我其实第一眼就看见了袁且对她的
靓丽造型比较认可袁但一看到她双眼放光想一饱
赞美的样子袁我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袁干别的事
去了袁妻子以为我没看见袁很是失落遥 默默的看书
去了袁我窃笑不已遥 到了晚上袁她可能实在忍受不
住了袁就把头凑过来袁问野好看吗钥 冶野好看遥 冶我说遥
野那里好看钥 冶野都好看浴 冶妻子以为我在敷衍她袁恼
怒的一声院野哼浴 你这个呆子冶转过身去生起气来袁
害得我唱了一大通赞美诗才复多云转晴袁心里直
叫苦院早把赞美诗唱了不啥事也没有钥
赞 美诗 唱 好 袁
唱得及时袁唱得生
动准确袁无疑可以
成为融洽夫妻感
情的酵母遥 让妻子

早些天吃过晚饭到一朋友家坐坐遥 看来我
来的不是时候遥 朋友正和老公为一点小事大
呼小叫遥 朋友请我坐下后遥 不顾我的存在又继
续开战了野你是存心气我袁知道我不喜欢吃南
瓜偏要买袁这么多青菜不买袁要吃袁你一个人
去吃遥 嫁给你真是倒霉遥 冶这位忙了一两个小
时把饭菜端上桌的老公脸有点红袁 想发火却
还是忍着袁非常尴尬的神态遥 我无法坐下去袁
找借口走了遥 过了好些天这件事我都无法忘
掉遥 也许这是一个粗心的丈夫袁老忘了自己的
老婆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遥 平时也不知道怎
么哄老婆开心遥 但这是一个勤快的丈夫和脾
气不错的丈夫遥 他把饭菜都做好了袁老婆骂他
也不回骂遥 只是觉得好没面子的笑了笑遥 确是
好没面子遥 堂堂男子汉就区区小事被骂还当
着老婆朋友的面遥 有这个必
要吗钥 至于吗钥 这样的小事大
可不必当着朋友的面袁抖老公的面子遥男人其实比女
人更要面子遥 你看男人在谈恋爱时垫着脚也要带女
朋友去高档点的地方喝茶遥 自己省着也要送几套像
样的衣服给女友一来让女友开心袁 二来给自己争面
子遥希望听到别人说你女朋友真漂亮遥结婚后为人夫
为人父的男人更爱面子袁在单位里勤勤恳恳袁用心耕
耘袁希望有一天能事业有成袁为的是让老婆孩子有好
地方住袁 有好日子过遥 最怕别人说老婆孩子都养不
活遥 因此男人也很累遥 男人也需要理解和关爱遥 尽管
男人付出了袁努力了袁可也并非事事如人愿袁现在知
识更新快袁行业竞争激烈袁商场如战场遥 其结果也只
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遥于是有夫人变成了怨妇袁总是
埋怨老公遥 别人的老公升职了袁加薪了遥 别人的老公
下海经商如何红红火火遥此时是男人最没面子袁最难
受的时候遥如果当着亲戚袁同事唠叨更是要让男人钻
到地洞里去遥男人的面子是靠自己挣的袁有时也是聪
明的尧识大体的老婆给的遥 聪明的老婆常在亲戚尧朋
友面前夸自己的老公遥 本来平平的老公也就暗暗地
想下次再不能让老婆失望遥 粗糙的老婆总是拿自己
的老公同别人比袁一有不满就指责遥这样的结果是让
男人破罐子破甩遥家庭也不和睦袁也没有气氛遥爱家袁
爱老公的妻子总是与老公一起让生活过得更好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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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为老公的面子添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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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过去了袁 我仍忘不了她对我的大力支
持袁更忘不了她斗智斗勇的办事艺术袁从中我也
着实感受到了女人的力量袁这种力量袁在某种场
合甚至是许多男人无法替代的遥 盲目的放大男人
的优势袁甚至神化袁既是做男人的不幸袁也是做女
人的悲哀袁因为袁男人也是人遥

辕

我曾亲历过一起交通事故袁 对方受伤住了
院遥 事情虽然不大袁但对方人多势众袁无理取
闹袁一个劲地把事情弄大袁小小的外伤袁进了医
院就不肯出来袁旧病新伤一起治袁你只管天天
送钱去袁根本没有你理论的份儿袁否则袁一帮流
子整天要揍你遥 面对这种局面袁我这个习惯于
循规蹈矩尧 诚实守信的传统男子却束手无策袁
倍感作为男人的无助与单薄遥
在这个节骨眼上袁 妻子没有
退却遥 在别人喊杀喊打的时候她
挺身而出袁把我挡在后面袁用极
温和的语言与其巧妙周旋袁使急
剧升温的场面顷刻冰释曰在别人
气势低落的时候袁 她乘虚而进袁
软硬兼施袁据理力争袁在病房里袁
她动之以情袁晓之以理袁与伤者
倾心交谈袁还多次利用对方明理
厚道的人做伤者的说服尧软化工
作遥 几经周折袁久拖未决的纠纷
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解决袁要是靠
我单枪匹马袁硬碰硬打袁后果将
不堪设想袁由我支撑的这块天早
荀邓存良 就塌了遥

金铃和丁勇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恩爱夫
妻袁 小日子过得虽不富裕袁 但也有滋有
味遥 可这几日金铃很烦袁丈夫丁勇最近迷
上了打牌袁加上这一向休息袁一天连打三
场牌袁饭也不回家吃袁人影都难得一见袁
半夜不知道何时回来的丈夫今天早上接
个电话又要出门袁金铃叫住了他袁刚准备
叮嘱一番袁注意身体袁少打点牌袁丈夫就
先发起了脾气袁摔门而出袁金铃简直不能
相信袁这就是曾经让他觉得幸福尧温馨的
丈夫袁那个曾经发誓要爱她尧保护她一辈
子的丈夫袁丈夫完全变了一个人袁是那么
不讲道理袁甚至有些凶神恶煞袁连自己开
口说话的机会都不给遥
金铃郁闷地吃着早餐袁 原本喜爱吃
的炒粉袁今天味同嚼蜡遥 怎么办呢钥 回娘
家袁不仅让爹娘担心袁还会让矛盾激化遥
拉住丈夫和他吵一架袁 发泄一下自己心
中的委屈吗钥 正在打牌的丈夫绝对无法
心平气和地听自己的诉说袁 何况冲口而
出的话袁不是偏激袁就是口不择言遥 想到
这里袁金铃用手机发了条短信院今天你一
点小事就反应激烈袁 我觉得你不是做了
亏心事袁就是心虚袁你对我不满袁可以说
出来袁但不要乱找茬袁我希望你清楚明白
荀吴尚纯
表达你的意思遥
晚上丈夫回来了袁金铃生着闷气袁佯
装睡觉袁丈夫丁勇扳着金铃的肩膀说院野老婆袁我对不住
你和孩子袁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打牌不好袁可就是控制不
了自己袁特别是这一向袁手气不好袁进了盐袁总想扳回来袁
我就想先找个借口发脾气袁 好让你不管我袁 真对不住
你遥 冶听到这些话袁金铃气消了些袁劝道院野打牌本来是娱
乐的袁可现在你把它变成了赌钱的方法袁崽也不管袁家也
不管了袁对我不仅不闻不问袁还大发脾气袁我真担心你会
变成一个赌徒袁倾家荡产遥 冶野我不会的啦袁都是我太空虚
了袁入了魔袁我要找点别的事做袁不打牌了遥 冶丈夫反省的
一番话袁让金铃的郁闷云消雾散袁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和
谐遥
夫妻之间总会有磕磕碰碰的袁如果不能冷静宽容处
理袁就会朝自己的目标反向发展遥 无论发生什么事袁我们
都要谨记着当初的誓言袁曾经的承诺院让对方一辈子幸
福遥 在有时间的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袁而不要在没有时
间的时候说对不起遥 正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袁而
不幸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遥 记住你的誓言吧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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