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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不要被别人的私心影响未来
主持人：安歌 倾诉者：小夜（化名） 女 22岁

1
我有很多心事想找人倾诉，却
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说。 我现在的生
活很乱，有很多问题让我迷茫，压在
心里憋得慌， 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
怎么走。
我从几年前说起吧。 我有三个
哥哥，我是家里第四个孩子。 从小我
学习还算刻苦， 本来家里不想让我
读到高中的，可我一路成绩很好，家
里就一直供我读书。 在高三快要高
考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考虑报志愿，
这时几个哥哥和我说， 家里这几个
孩子当中就数我读的书最多， 家里
供我花了不少钱。 几个哥哥虽然因
为不爱学习才很早 就 不 读 书 了 ， 但
由于我一直在上学， 家里的钱也是
给我花得最多。 我想哥哥的话很有
道理，心里觉得有愧于哥哥，爸妈的
爱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于是我心
里暗暗下了个决定，不再去读书，想
以此转移爸妈的注意力， 让爸妈多
关心一下哥哥们。
这之后我就离开了学校去外面
工作，可是因为没工作经验，又没学
历，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就这样，在
几年当中我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工
作，到头来还是无所成就。
我人生的真正转折点是从家里
买新房子开始。 那时我大哥因为娶了
媳妇， 我爸妈想给他们买个婚房，可
是家里没那么多钱，差了十万，他们
想着我还没出嫁， 可以挣钱帮帮家
里。 于是他们咬牙向亲戚们借钱买了
房，为此家里压力也大了很多。 可另
一边我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打工的
地方不正规，我时不时会因为某些原
因而辞职。 所以我除了自己用的钱以
外，没有多余的钱补贴家用，家里指
望不上我，一直过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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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家里说我年纪也不小了，
让我看到有合适男生可以开始谈恋
爱了。 我家亲戚也纷纷打电话说要
给我介绍对象。 我知道，他们是惦记
着我家欠他们的钱， 想让我早点出
嫁， 我家就可以用彩礼早点还他们
钱了。 我不知道我家里是不是也是
打这个算盘，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又
伤心又生气。 那时我也就是上大学
的年纪吧，明明我还那么年轻，就要
随便找个人结婚生子了吗？ 可是亲
戚们不管， 他们总拿我没对象的事
做文章，给我家里压力。 我被逼得很
烦了，就让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
我当时想的是先介绍个人打发他

们，我也好清静清静。 我朋友还真的
给我介绍了，但问题却来了。 她给我
介绍的男生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们
现实生活中没有见过面， 朋友对这
男生并不了解。
那个男生， 我觉得认识认识也
没什么不行，恋人做不成，做个朋友
还是可以的。 于是我们就像朋友一
样在微信上聊天， 聊得多了就熟悉
起来。 有一天那个男生提出要见见
面， 我就怀着见普通朋友的心情去
了。 最开始我对这个男生的印象不
好， 是因为他和我朋友是在网上认
识的，但是随着微信上交流的深入，
我觉得这人还可以。 见了面之后我
对他感觉更好了一些， 觉得他没我
一开始想象得那么糟糕。 刚好我们
见面那天他还感冒了，挺严重的，我
心里就觉得有点感动， 他生病了还
坐这么久的车赶过来。 那天他开了
个宾馆休息， 本来我们一起吃过饭
我就打算回家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
回事， 也许是我怕他晚上出什么状
况，毕竟他还发着烧，也许是因为我
心里对他也有点好感，那晚我没走，
留了下来，想着好照顾他。
刚开始我们两个人还有些距
离，后来他就吻了我，吻着吻着就有
点动情了，手一直在我身上摸，我把
他推开了，说不可以。 他见我态度坚
决，就没继续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
他没法抗拒我， 我也不知道那天脑
子是不是坏了， 我居然没有再拒绝
他了，就这样我跟他睡了。 毕竟我还
是有点喜欢他的。
有了第一次就会第二次， 后来
我开始夜不归宿了。 被我家人知道
了，他们对我意见很大，一个个的都
劝我分手，让我重新找。 可是恋爱中
的女人都是傻子吧， 哪听得进这些
啊！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家
人很失望。 那个男生我叫他小凯吧，
小凯一直很照顾我，在意我的感受，
算是个知疼知热的人。 有段时间我
生病了，反反复复地发高烧，有天晚
上我在家，高烧烧得很严重，特别难
受，我就想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看。
我先叫大哥带我去医院， 大哥让我
叫二哥，然后我又去喊二哥，二哥又
让三哥带我去， 他们推来推去就是
没有人愿意带我去医院。 本来我发
着高烧很不舒服，他们还这样，让我
很寒心。 最后还是我爸给他们打电
话他们才把我送到医院。
打那以后我对于哥哥们很失望
了，我会为了他们牺牲学业，他们却
连带我去医院看看也不愿意。 但他们
不管我怎么想，还是在生活上处处干

涉我，总是让我和小凯分手。 因为小
凯家里条件不好，没什么钱，哥哥们
都想让我找个有钱的， 好帮衬家里。
他们越是这样我越是想反抗，义无反
顾地和小凯在一起， 说什么也不分。
后来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很害怕，不
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我把这件事告诉小凯， 他很高兴，想
让我生下来。 我非常矛盾，一方面我
不想这么快要小孩，另一方面我又怕
打掉伤身体。 而让我最终做出决定的
还是我哥，他们说看着我讨厌，要走
就赶紧走。 到此我是彻底寒心了，决
定跟着小凯回他老家把孩子生下来。
我没跟家里人打招呼，就这样一声不
吭地走了，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狠心
地一个都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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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凯的老家， 我一开始很
不习惯。 他家里是农村的，在山里，
环境和饮食都和我原来不一样。 不
过他家人对我还算可以， 做饭都按
着我爱吃的做， 只要我喜欢都尽量
满足我的要求。 小凯怕我一个人孤
单，经常带着我到处逛。 慢慢地，我
和小凯的感情更深了。 这期间我也
很想念我的家人， 可是一想到之前
那些种种，我就寒心。 就这样我在小
凯家住了下来， 带着我心里的各种
矛盾。
小凯照顾得再好，怀孕也是很辛
苦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好不容易熬

到把孩子生下来， 以为可以轻松了，
却没想到麻烦才真正开始。 小凯的妈
妈天天只顾着抱小孩，也不管我身体
怎么样，就知道催乳，不要让小孩饿
着，也不过问一下我的身体。 他妈妈
也不给我弄吃的，不得已小凯只好来
伺候我，天天给我做饭。 小凯虽然年
轻，没想到还挺会照顾人的，不但照
顾我，连孩子换尿布这种事也是他干
的。 都说看一个男人值不值得依靠，
生个孩子看他的表现就知道了，小凯
的表现让我很欣慰，我感觉找到了一
个好男人。 但是除了小凯，他的爸妈
对我就不那么好了， 就知道抱小孩，
别的什么都不管。
等到小凯妈妈看到小凯可以照
顾孩子和我之后， 竟然天天出去打
牌了。 他家挺穷的，全靠小凯爸爸养
猪赚钱，也赚不了多少。 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因为我想我孩子都生了，
彩礼钱他们该多少给我家人一些
吧？ 我问了好几次，小凯他们家居然
说没钱。 难道他们是想一分彩礼钱
不花就娶媳妇吗？ 我娘家还欠着这
么多的钱， 我一直没帮上家里已经
很内疚了， 他们如果一分彩礼钱都
不给的，那我成什么了？
我越想越气愤，就打电话给我家
人让他们接我回去。 家里人知道没有
彩礼， 更是想让我和小凯分开另嫁。
我问过小凯，他家不像一点彩礼都拿
不出来，到底是不愿意拿还是真拿不
出来？ 最近他们家还拿了一笔钱装修

老房子，要说没有钱，哪能装修呢？ 小
凯听了我的问题没话说了， 只告诉
我，这个彩礼钱不行他出去借。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有些动摇，
我想小凯家也许真的不会给我家彩
礼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另找一家
能给我彩礼的人家呢？ 再加上我和
小凯本来想生了孩子之后去城市打
工的， 但是他爸妈说什么也不让我
们去，为了这事小凯和我都很生气，
因为待在小凯的老家没有工作也挣
不了钱。
就是从这时开始， 我发现他们
村子的很多人打麻将， 小凯的瘾也
很大，我不让他玩，他就说不然没事
干啊！ 其实他们整个村子的思想都
是这样，家里的钱刚刚够吃就行，开
始小凯爸爸还给人干点零活， 后来
说太累了就不干了， 宁愿在家喂猪
干农活也不出去打工挣钱。 他们还
给我洗脑，说村子里生活环境好，比
城市健康，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忽悠
我，让我觉得干农活是好的，外出打
工不好。
所以现在的情况让我非常纠
结，离开小凯和孩子，我舍不得；但
是不离开他， 我总觉得欠了娘家一
笔彩礼钱， 娘家的哥哥也不时给我
压力， 小凯的家人也让我没法觉得
亲近。 安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安歌点评
小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娘家
和婆家其实都把 你 当 做 一 个 商 品 。
你的娘家， 尤其是哥哥们觉得可以
拿你换彩礼钱， 你的婆家觉得可以
不花钱就留住一 个 给 他 们 生 孙 子 、
并且留在家里和他们过一样穷日子
的儿媳妇。 其实小夜早年已经为哥
哥们放弃学业， 家里欠钱也是为了
给哥哥买房，你并不欠哥哥什么，不
要觉得理亏。 而你的婆家觉得你已
经给他们生了孙子，大局已定，当然
不会给你彩礼了。
在现在的情况下， 其实娘家和
婆家都没有为小夜着想， 他们想的
都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小夜更要清
楚自己的处境， 不要被这两家的私
心影响， 想想自己到底想和谁在一
起，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要的，而不
是两家长辈想让你选择的。
另外， 如果小夜觉得小凯值得
依靠而选择和小凯在一起， 就要和
他的父母保持距离， 最好能出去打
工，多见见外面的世界。 并且，如果
做了这样的选择， 你们的当务之急
是办理结婚证， 这样你们的婚姻才
是受法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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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有话说

梅： 小夜有些目光短
浅， 孩子都生了还想要彩
礼，想的也够简单的了。再
说现在这个时代， 彩礼本
来就是陋习。 你能私奔生
子， 那你倒是活出个样子
给家里看看啊？ 自己的生
活自己不能做主吗？ 如果
你和小凯感情好， 觉得他
值得托付，就搬出去打工，
婆婆和公公怎样生活你也
无权干涉， 过好自己就可
以了。

大胖的二胖： 出身不
能自己选择，后来的路却是
你自己一步一步走的。如果
你觉得小凯是值得爱的那
就领证，然后外出打工过自
己的日子。 其他的与你无
关，包括婆婆、娘家。

晓可86：这个故事可
以改一个标题， 叫一个女
人是如何在恋爱和婚姻中
失去主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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