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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障女儿而言，
我是她的整片天空
引

言

还没办离婚手续
他就把女网友领回了家

生活百味，事情本没有多么复杂，却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得扑朔迷离。
有多少亲情值得我们默默付出，有多少爱情教会了我们努力坚守，
有多少友情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醇香。
世界不大，人心不小，心疼自己的同时，
也要顾及到身边人的感受。毕竟，
在一起的日子在逐渐减少……

女儿在5岁的时候，
不幸得了癫痫病
得病。多年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煎熬使我身心
疲备，常常感到绝望和无助。
有时候撑不住了，
我会在夜里独自流泪，
感慨命运的多舛。但是天亮了，
我又会告诉自
己，
每天的太阳都会照常升起，
再难、再累、再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女教师，今年已经 苦我都要笑着走下去，因为我是女儿坚实的
$"岁了，从事教育工作!&年，一直工作在教 依靠。
学的第一线。我同时还是一位母亲。对于智
我的女儿如今已经)&岁了，在成长过程
障女儿而言，我是她的整片天空。
中，智力一直处在孩童般的状态，生活无法
我女儿在$岁的时候，不幸得了癫痫病， 自理。而如今，我最担心的就是总有一天我
而且是难治性的癫痫。当时大家都劝我放弃 会离开孩子。我走之后，女儿该怎么办呢？
孩子的治疗，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我
所以去年夏天，
我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却认为，既然把孩子带到了人世间，就一定 给女儿做了开颅手术，
这也是给孩子和我最后
要对她负责到底。从此，我和丈夫踏上了求 的希望。到目前为止，
女儿的病情有些好转，
但
医之路。
是仍然没有控制住发作，
每天都会犯病。
求医的艰辛是无以言表的，也是可想而
这)(年来，我用柔弱的肩膀挑载着生活
知的。每次我们都是希望而去，
失望而归。'(
的重担，用爱的无穷力量在凄风苦雨中托起
年来，
我都是利用假期时间北上南下，不停地 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竭尽身心呵护着我的残
带孩子看病，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影响 疾孩子。我要感谢年迈的父母帮我照料女
到学校的教学工作。)(年来，
我克服了家庭负 儿，是生活让我学会了面对、
承担和感恩。
担重，
丈夫在外地打工，
以及教学工作繁重等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坚强的女性。我
许多困难，
真的很不容易。
最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疼在孩子的身上，痛在母亲的心里。看 和“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
到孩子发病的时候很遭罪，我恨不得替孩子 你能承受多少”。尽管前方的路不知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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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前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年的时候，
我们
结婚了，
两年后生下了孩子。孩子一岁以后，
我就选择了
上班，
之后一直是双方老人在帮忙照顾孩子。
前夫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
这点我是知道的。有
一天我回家后，
听到前夫在和别人通电话。见我进了屋，
前夫便慌忙地和对方说：
“先不说了，
我妈喊我吃饭了。”
听到前夫这样说，
我便猜到了他是在和谁通电话。
前夫一直是以未婚身份在和对方交往，断断续续差不
多能有一年的时间。后来，
那个女人想和我前夫借$"""
块钱，
前夫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问他：
“你想借吗？”
他
说：
“想。”
然后，
我就给他转了$"""块钱。别问我为什么
会这么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并没有持续很久。分开以后，
前夫申请了好几个%%号，一直在网上给不同的网友
留电话号码，
我对此相当生气。我和他吵过，
也闹过，
但
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最后，我用出轨的方式回击了
他。前夫知道后选择了离婚，
房子和孩子都给了他。
刚提出离婚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还没办手续，
前夫
就和一个未婚女网友见面了。不久，
他就把女网友领到家
里，
两个人竟然开始过日子了。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
孩子上学之前，我把孩子从他奶奶家接了回来，
一
直带到上学。孩子上学之后，
前夫就把孩子接回去了，
和
那个女人一起生活。
如今，
前夫和那个女人在我住的小区
里买了房子。据我所知，
那个女人对我的孩子很不好，
还
让我的孩子睡在地板上。那时候我真想杀了那个女人，
让
他的孩子没有妈。现在我已经把孩子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甚至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让前夫每个月出抚养费。但我
知道前夫是不会答应的，而且他根本不想去尽一个父亲
的责任。对于他们的态度，
我真是气愤极了。

行走，但即使是再难走，我也要笑着前行。
心中的苦，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扛，因为没有
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为了年迈的
父母和生病的孩子，我必须选择坚强面对一
切苦难。

!阿阳手记

这份爱
终究是值得付出的
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母亲，为了患病
的子女舍弃了一切，却唯独不肯松开孩子
的手。她们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让自
己有一点点胆怯，只是因为“你还未痊愈，
我怎敢老去”
。即便是被生活的行囊压弯了
腰，她也要为子女顶起一个屋
顶、
亮起一盏灯。
当初弱不禁风的小姑娘，
就这样被生活磨练得愈发坚
强。在这由弱到强的转变中，
堆砌了多少爱与泪的交织。然
而，这份爱终究是值得付出
的。加油！

“阿阳情感倾诉”
微信公众号
邀您关注
想 看 《情 感 倾 诉》的
故事，报纸却没在身边 ，
怎么办？
阿阳的粉丝有福利
啦 ！ 只要您关注“华商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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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角 “ 添 加 ”， 搜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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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的约会压力，让我快要受不了了
都去玩过了。
现在多和他爸妈相处相处，对我们以后
结婚过日子会有帮助……其实这些道理我
都能理解，但这种相处模式真的会让人喘不
过气来。
那天，我们四个人去打羽毛球。中途坐
自从见过瑞泽（化名）爸妈之后，我发现 下来休息的时候，说起了瑞泽的名字是他
原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约会，竟然变成了四 爷爷给取的。
末了，瑞泽爸爸说：
“ 你们俩都是独生
人聚会。
我知道瑞泽爸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这 子女，以后必须得生两个孩子。名字都得
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年轻。其实和他们出 我来取，我不能白当一回爷爷啊！”我听到
去玩儿也有一些好处。比如我们既能省钱， 这些话，心里特别不高兴。我和瑞泽是孩
又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但是每次出去约 子的爸妈，难道连给孩子取名字的权力都
会他们都要参与，次次不落，也实在是让我 没有吗？
于是，我接过话茬儿说：
“ 叔叔，以后要
很无语。
瑞泽爸妈还不到五十岁，无论我和瑞泽 是有两个孩子，得一个跟瑞泽姓，一个跟我
去干什么，他们都不打怵，甚至连看电影都 的姓。我爸也得给孩子取一个名字，不能白
当一回姥爷呀！”这些话我是故意说给他们
和我们一起去，
这让我感到很别扭。
我曾经和瑞泽说过，想和他有一些单独 听的，长久以来的压力让我真的快要受不
相处的机会，让他和他爸妈沟通一下，是不 了了。瑞泽妈妈听我这样说，脸上明显露出
是能给我们一些自由的空间。但是瑞泽说， 了不悦的神情，但是想说的话终究还是没有
他爸妈已经完全把我当成儿媳妇来看待了， 说出口。
而且我们谈恋爱已经三年多了，该去的地方
那次事件过后，我和瑞泽明确表态，在
倾诉档案
倾诉人物：
解雪花（化名）
倾诉时间：
2017年12月5日
倾诉方式：
情感倾诉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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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困难是暂时的
千万别因为冲动去做让人后悔终生的事情。孩子
已经缺失了父爱，
总不能让他再没了母爱吧？
一个人挑起两个人的担子是十分辛苦的。如果心
里不平衡，
就和前夫谈一下抚养费的问题，
如果他执意不给也没必要强求，女人自己
有点志气也没什么不好。人生没有过不去
的坎儿，
困难都是暂时的，
孩子总有长大的
一天。好好培养孩子，
他会是你未来的希望
和依靠。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儿，
因为只有
你开心了，
孩子才能安心。

结婚之前我不想每次约会都有人打扰，我们
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强扭在一
起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

!阿阳手记

良好的家庭关系
协调人至关重要
儿媳妇和公婆的关系总是很微妙。走
得太近，容易伤了彼此；走得太远，容易节
外生枝。尤其是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最
好还是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比较好。
相处时没必要刻意压制真实想法，彼
此之间只有真正了解了对
方，才能分析出是不是真的
适合成为一家人。
作为女孩子，尤其要看
男朋友在你提出对他父母有
意见的时候，他是如何处理
的。因为一段良好的家庭关
系，中间的协调人至关重要。

如果需要倾诉，请第
一个想到阿阳。这里是
（024
）86205098华 商 晨
报情感倾诉热线。
接听热线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
电 子 邮 箱 ：
qi
ngganqi
ngsu@163.
com
QQ：3246644314
通信地址：沈阳市皇
姑区崇山东路71号华商晨
报社编报部“情感倾诉”栏
目收
邮编：1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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