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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凌嫁给了校园恋人,但当爱情被平凡生活冲淡后,她的心开始疏远丈夫,跑到别的男人身上去
了。地下情很快曝光,她潇洒地净身出户离了婚,不过,结果却并非如她当初的想象——
—

走错的路，我还有机会改写吗?
A
我和陈光是大学同学, 也是一对校园恋人,后
来爱情修成正果, 两人成了百年修得共枕眠的夫
妻,并在婚后的第二年有了女儿。
我家和陈光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双方父母无
力承担我们的购房首付,所以结婚时我们只得把单
位宿舍改造成了婚房。那是真正的蜗居,不到三十
平米的一室一卫,厨房是好多户家庭共用的,从早
到晚,那里都充满着嘈杂、拥挤和混乱。两个人过
日子尚可,有了小孩子后,就真有点抓狂了。
日常生活一旦被琐碎的鸡毛蒜皮、尿布奶粉以
及各种经济压力占据,曾经的浪漫和两情相悦,就
被挤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落, 于是数不清的抱
怨纷至沓来。我和陈光之间,渐渐开始三天两头为
点莫名其妙的小事吵架,每吵一次,心里的灰暗就
加深一层。
就是在这种逐渐疏离的状态下,我对婚姻产生
了出逃之心。

插图 朱丽华

2012年,我们高中同学搞了一次同
学聚会,就是在那天,江波走进了我的
生活中。
曾经, 他是我们班里长得
最帅的男生, 而多年过去,
再次相见, 我依然被他的
帅气和英俊所折服。交谈
中,得知我已经有个6岁
的女儿, 江波一个劲地
恭维我,说我那么青春,
以后出去可以和女儿姐
妹相称了。
得到 “男神”的
赞美, 我有点飘飘
然,聊到最后,自
然相互留下了
联系方式。

B
此后,我和江波的网聊便一发不可收拾。
我得知,江波结婚已经两年多,目前还没有要
孩子。 因为他妻子经常被外派到深圳进行短期驻
点工作,他们总是聚少离多,婚后相处的时间,都
是零零散散的,连一次外出旅游的机会都没有,所
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生孩子、养孩子。江波常
常对我诉苦,说他找了个女强人做老婆,结果过着
单身汉一般的生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随着聊天话题越来越深
入,我和江波之间,浮出了一层暧昧的色彩,直到
有一天,我们终于明白,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和江波正式开始发生婚外情, 大约在一年
前。说不上是谁先追的谁,反正两人在一起,就像

■编辑发言

干柴遇见了烈火,燃烧,不可阻挡地到来。
某一天,陈光告诉我,好多个晚上他在半梦半
醒间, 听见我好像在跟别人讲话。“我觉得你不对
劲。”陈光脸色铁青,紧盯着我说。
本来,公公婆婆是劝和过的,他们不辞辛苦,
连夜从湖北老家赶过来调解。婆婆要我向陈光认个
错,并且不管怎么挨骂都忍着,等他把火发完了,也
许就没事了。可我不知哪根神经短路了,断然拒绝
了婆婆的提议,我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怎么办呢?陈光给出了唯一的选项:离婚。
我故作潇洒地净身出户。女儿知道以后不能和
妈妈一起睡,哭得撕心裂肺,而我直到那一刻才心
痛了一下,才真的感觉到,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及时的愧疚才能治病。任
其伤口流血, 你却在那里暗暗
得意自己武功高强, 如今仗剑
四顾, 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才悔不当初,不嫌晚了吗?
你以为你的道歉是华佗圣
手,只要一伸,对方不但伤愈,还
不留一点疤痕? 凭什么你想走
就想,想回头,家就还是你的,孩
子还是你的,爱人也还是你的?
真的, 虽然希望你的前夫
原谅你,但私下里,也觉得你活
该被孤单和冷清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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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在单位附近租了个小房间,偶尔和
江波在这里见面。三个月前,他告诉我,他
妻子怀孕了,打算转岗,不再出差了,今后
我们可能很难再见面。我说,那你打算回
去做好男人了?他说,那你要我怎么样?
他的话一出口, 我就悲哀地发现,自
己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我慢慢地有了悔意,尤其在偶尔探视
女儿,与她难分难舍时,我更强烈地觉得,
为了孩子,曾经的不满和压抑,都算不了
什么。我想尝试着与陈光复合。为此,我教
孩子回家跟爸爸撒娇, 说要妈妈回家;同
时, 我也几次三番打电话给陈光父母,求
得他们的谅解,请他们帮我劝劝陈光。
但是没有效果, 陈光根本不愿与我再
作任何交流,有时打打电话,也只谈孩子。
我去看孩子时,他也总是回避女儿的要求,
找各种借口暂时离开。 公公婆婆那边给我
的回复也很不妙,说是实在说不动他。
转眼,离婚已经半年多了。最近,我越
来越感觉到孤单、无助,没有温暖,所以,
我迫切地想要回到走错路的岔路口,重新
开始。
但,陈光找了女朋友的消息,给了我
当头一棒。前阵子,有朋友告诉我,陈光最
近跟一个女孩走得挺近,不过具体要发展
成什么关系,他暂时还不知道。朋友劝我
再努把力,不要等到那头走得太远,回不
了头,那时我再去求,就真的晚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现足够的诚意
和悔意,也不知道,陈光还愿不愿意给我
一个机会,听我说一声“对不起”……

引领滚筒洗衣机新发展 松下阿尔法为健康保驾
先进的除菌技术以及智能烘干功能脱颖而出，

果，可以有效去除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风靡夏季洗衣机市场。

等有害细菌。 在此基础上，松下阿尔法还兼具

松下阿尔法便捷、 实用的智能烘干功能，

高温除菌的功能，在洗涤过程中水温可加热到

能够通过循环系统从顶部吸入新鲜空气，经松

炎热的夏季， 人们外出活动时汗渍浸湿衣

90℃，有效去除衣物细菌，这对于需要保持高

下智能 PTC 电辅发热装置加热后， 形成大面

物，让我们整个夏天没有一点干爽的感觉。 而

度清洁且耐高温的幼儿衣物、 寝具等尤为适

积暖风，带走湿衣服中的水分。 随后，通过冷凝

且高温、高湿的环境使得细菌肆虐，不同程度

用。 此外，依托筒干燥和筒洗净技术，松下阿尔

系统冷却成水，由排水管排出，从而实现“即洗

地危害着皮肤健康，有效除菌呵护健康的洗衣

法实现了自我清洁，杜绝二次污染，真正做到

即干”、“即干即穿”的便利境界。 此外，松下阿

机是众多家庭呵护肌肤安全的法宝。

洁净衣物不留死角。

尔法的智能送风程序还能通过轻柔送风，为衣

创新科技健康领跑市场

据了解，松下阿尔法采用业内领先的光动
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滋生危害肌肤

银除菌技术，可在漂洗过程中注入含有银离子

智能烘干引领品质生活

季洗衣健康潮流。

物减皱去皱，免除了衣物熨烫的麻烦。

夏季高温、湿热、阵雨等多变的天气让人们

滚筒洗衣机已经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松下

健康。 具备高效除菌功能的洗衣机因此受到了

的水流，被衣物吸附后形成严密的防护层。 在

对衣服的晾晒苦恼不已，松下阿尔法洗衣机贴

阿尔法洗衣机凭借领先的高洁净比、除菌技术和

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 这其中，由松下洗衣机

筒内蓝光照射下，银离子和水发生反应，产生

心的为消费者研发了智能烘干技术，实现了健

人性化的智能烘干功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健康洁

推出的斜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列凭借

羟基自由基， 进一步加强了银离子的除菌效

康洗衣，合理护衣的洗涤效果，真正打造了夏

净的使用需求，成为选购洗衣机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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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盛房产

安居幸福苑二期5+阁 75+阁精装送露台送阁楼 112万
锦苑东巷
5F 65平 简装2南全亮无营业税80万
锦苑东巷
3F 76平 精装3-1无营业税
98万
碧水和城
5F 58平 简装2-1无营业税
88万
福明家园三期 6+阁 103平 白坯无营业税
145万
天赐佳园 8/10F 97平 婚装2-2无营业税 165万
世纪花园 6/18F 90平 白坯无二税数套
115万
↑13777147655张
幸福苑 1.5/6F 47平 东首精装无税
60万
幸福苑
5F 47平 东首白坯无税
60万
东方瑞市
5F 90平 精装送家电无二税 158万
中兴小区 1.5F 137平 精装无税
200万
明楼南区 5/7F 55平 老装修无营业税 特价63万
园丁街28弄 1.5F 70平 老装修无二税读外国语学校 90万
新天地
1F 102平 白坯无营业税
165万
阳光嘉园 1.5F 66平 精装无二说
特价68万
江南一品 25F 160平 白坯东首实用220平 送2车位 280万
↑诚征房源13396608099陈
九曲小区 3/5F 95平 中装无营业税
90万
芝兰新城 9/27F 183平 白坯无二税
特价161万
风格城市 13/19F 263平 平 层白坯亏售
430万
三芝街21弄 6/7F 75平 读镇明小学无税
105万
波特曼五星级酒店 15F 80平 豪装朝南亏售
135万
万特商务中心 3/24F 66平 商住2用精装亏售
42万
戚家山钓鱼台独栋别墅 265平 地429平 可重建
195万
三七市杨梅苑别墅 242平 养身胜地满5年 特价96万
↑诚征房源13095969341大王81808677

薛家新家园 5F+阁 159平
131万
安居幸福苑 2/6F 75平 精装无税
102万
南苑229弄 6/7F 65平 婚装无税
74万
福明家园 5/6F 91平 精装无税
124万
天一豪景 21/26F 43平 读名校精装无税
65万
迈水桥小区 5/6F 128平 东首白坯三房朝南 178万
长岛花园 9/18F 143平 豪装看江景
330万
东海花园 6F+阁 134平 精装无税
200万
↑诚征房源13857408867俞
天一豪景 18F 239平 豪装送车位
310万
翡翠湾
19F 41平 朝北精装
58万
邱隘赵江岸 4F 146平 精装
150万
逸嘉新园
5F 64平 无营业税
72万
白云小区 5/6F 62平 白坯无二税
70.8万
↑联系:小袁13958244666
福明家园一期 5/6F 91平 精装无二税
120万
江南春晓 5/6F 106平 东首豪装
162万
百丈苑
4/5F 121平 精装
195万
浅水湾北区 5+阁 141平 婚装
162万
东湖花园三期 19F 160平 白坯
200万
中兴小区一期 4/6F 84平 实用100平精装无二税双阳台 128万
双东坊
2/5F 76平 全亮老精装
86万
东方瑞士 6+阁 128平 另送30白坯
166万
大沙泥街 4/6F 37平 朝南读名校天封塔旁 55万
蓝湾花园
1F 109平 二南无二税婚装
120万
↑房源卖完诚征房源赵13250961068

专业求购厂房土地热线电话：13095969341

诚聘厂房、住宅中介业务员
厂房部13957811960陈 住宅部13396608099陈

商业用房13957811960
新典路店面
55平 已出租5万年
160万
灵桥广场
3F 37平
特价38万
天一豪景
7F 109平
特价102万
马园大厦
4F 100平 已出租
78万
永和居易
3F 139平 中庭
特价242万
都市风华
3F 65平 精装全亮无税 特价85.8万
↑求购各档房源:13957811960陈
1F 48平 已出租
115万
诏桥店面
咸祥镇金江花园店面60×2平 已装
60万
灵桥市场
1F 12平 成熟旺铺
38万
高塘菜场店面 36×2平 门宽5.8米另送15平 180万
永泰花园店面
53平 另送27平
92万
彩虹服饰 1F/2F20平/8.5平
90万/32万
灵桥广场办公房 7F 29×2平
19万
彩虹服饰
2F 8.5平 位置好
32万
↑欢迎来电赵13250961068
彩虹服饰D区 1F 27平 已租6万/年
102万
城隍庙地下商城
19平 电梯口已租6.5万/年 110万
怡江新村店面 1+2F 300平 地铁站潜力大 特价400万
华宏国际写字楼 7F 172平 朝东亏售
148万
银泰华联写字楼 9F 63平 朝三江口亏售
52万
天海华庭酒店6F 70平 商住二用二间
44万
↑求购店面写字楼13095969341大王81808677
朝晖路163弄店面 26平
57万
大闸南路店面
80平 位置好
259万
↑诚征店面13857408867俞

鄞州区古林镇店面1-3F 126平 位置佳
宁穿路店面 38.86×2平 已出租
环城北路店面 42.5平 位置好宜投资
灵桥路店面
44.7平 已出租10万/年
↑诚征店面13857408867俞

185万
190万
93万
250万

土地厂房13095969341
望春杉杉工业区厂房出租1-4F4870平
13.5元/平/月
江北大路边厂房 2100平 地3.9亩
1180万
二六市厂房
5000平 地10亩省道边
1600万
慈城工业区厂房 4700平 地13.5亩
2500万
小港联合区域厂房 4F 903平 地171平
101万
↑客户多急需厂房13095969341大王81808677
潘火工业区厂房 3000平 地3.4亩租售都可
奉化经济开发区 100平 地12亩无税
840万
慈城开发区厂房 7000平 地14亩
特价2200万
慈东工业区厂房 8500平 地20亩
特价1780万
懈浦工业区厂房 15600平 地28亩
特价2800万
孔浦大路旁厂房 3300平 地4亩
特价1200万
集士港开发区厂房 5000平 地10亩
2600万
联丰新庄厂房
8000平 地21亩
3980万
慈城云山工业区厂房 100平 地9.5亩
850万
北仑大港开发区厂房 4800平 地6亩
1350万
庄市大道厂房
3500平 地4.5亩
1180万
横街桃源厂房
1200平 地6亩包税
800万
洪塘工业区厂房 9600平 地13亩租售都可
↑欢迎咨询:13957811960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