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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 8 種婚姻觀，妳屬於哪種？
相身材都一流，但人生不順暢
，還帶著一個拖油瓶的居家好
男人。張猛的處世態度、行為
舉止都反襯出羅暢的不負責任
和不成熟，讓何大葉心裡的天
平逐漸向張猛傾斜。這個男人
更懂她，從不強迫她，和張猛
在一起，何大葉感受到了從沒
有過的安心，她堅定的不婚之
心起了動搖。

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對婚姻有了特立獨行的想法，
有人追逐晚婚，有人把裸婚當
時尚，有人將婚姻當做秘密，
以免掉粉兒，還有的正處於水
深火熱的試婚中，進退兩難。
有人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有
人卻說婚姻是座圍城。那麼作
為 80 後的你，是屬於哪種婚姻
觀呢？

7 用一生幸福，換取家
族利益——《繼承者們》

1 沒 房 沒 車 沒 存 款 ——
《裸婚》
《裸婚》by 唐欣恬
沒房沒車沒存款，卻偏偏
有了孩子，於是童佳倩順其自
然的嫁給了與之相戀六年的劉
易陽，搬入了劉家三室一廳的
房子，拉開了四世同堂的序幕
。婆婆溺愛孩子，一手把持，
令童佳倩束手無策，而公公和
奶奶卻重男輕女，對孩子冷言
冷語冷面孔，同樣令童佳倩一
腔憤憤。劉易陽的怠慢終於使
得童佳倩萌生離婚之念，不料
，劉易陽的同事孫小嬈突然插
足，又使得童佳倩不甘撒手。
劉易陽和童佳倩各退一步
，在外租房，搬出劉家，可生
活卻日益不如意。帶孩子的困
難，存款的支配，以及對對方
父母的態度，各種問題接踵而
來……

2 只在公共場所的單身
貴族——《隱婚男女》
《隱婚男女》by 趙格羽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口
頭禪永遠是 “我是一個人”，
卻又對無名指上那道淡淡的白
印笑而不答，他們一直宣稱自
己是快樂的單身貴族，卻在節
假日行蹤隱秘難以聯絡……他
們就是在我們身邊越來越多的
“隱婚”族。
張靜怡和崔明國便是這
“隱婚族”中的一對。對於他
們的低調結婚，張靜怡的閨蜜
果果做了如下評價：“沒有隆
重的婚禮昭告天下，未來你可
能會面臨無數的小三兒。”婚
後，崔明國成為蓮娜 LN 香水公
司的總裁助理，面對女上司
Mandy 的曖昧，妻子張靜怡的猜
疑，崔明國感歎：這一切都是
隱婚惹的禍……

3 婚後一年的瑣碎生活
——《紙婚》

原來，婚姻，不僅是種狀態，
更是一種智慧。

《紙婚》by 葉萱
都說婚後一年是“紙婚”
，這張紙到底是什麼紙？砂紙
、宣紙、衛生紙還是牛皮紙？
“80 後”女生顧小影用她的親
身經歷向讀者們展示了婚後一
年的瑣碎生活：嫁給“鳳凰男
”出身的省委辦公廳秘書管桐
後，顧小影發現，無論是農村
公婆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
還是管桐作為一名政府官員的
業餘愛好、行為習慣，甚或兩
人對待事業與家庭關係的態度
，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分歧
……
在這段充滿矛盾與誤會的
磨合期裡，顧小影傷心過、絕
望過，可是好在，她從來沒有
放棄過。一次又一次的爭吵一
次又一次的和解，她漸漸學會
寬容、學會理解、學會溝通。
一路跌跌撞撞地走過這段新婚
歲月的時候，顧小影才恍悟：

4 婚姻不是兒戲，先試
試合不合適——《試婚》

《試婚》是作者和男友兩
人試婚經歷的真實記錄，不是
為了攫取公眾好奇的眼球，而
是理性冷靜地，剖析兩性的心
理，婚姻的走向，愛情與婚姻
的異同與互生。在《試婚》中
他們遇到矛盾與摩擦，包括金
錢、父母、朋友、性愛、爭吵
、流產、工作、暴力、文化差
異、生活習慣等等問題。作品
在給彼此的 25 封信中，通過書
信傾訴，坦誠面對了以上所有
帶來的快樂和不快，從初始喜
悅到疑惑、衝突，游離到逐步
走向和諧的狀態。
80 後一代人，不只是開始
進入婚姻，而且因其成長中的
優越與張揚，比之前的任何一
代，都更早更快地開啟了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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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後小夫妻閃婚實錄》
by 朱口口
朱口口，文藝男青年，出
版公司編輯。貧嘴，愛說笑，
看上去有些玩世不恭，其實內
心保守、溫和，渴望真正心心
相印的感情。Gigi，外形靚麗的
兼職平面模特。性格麻辣，經
常不按常理出牌。富有愛心，
有輕微潔癖，對健康生活有著
嚴格的要求。就這樣兩個風馬
牛不相及的人在匆忙而淡漠的
城市——深圳，離奇地閃婚在
了一起。
可惜好景不長，半路殺出
個對朱口口芳心暗許的蕭師妹
，Gigi 跟朱口口逐漸有了感情的

縫隙，誤會不斷加深。一番波
折之後，謎底終於揭曉，原本
以為只是一場遊戲式的閃婚，
其實竟是一場青梅竹馬曠日持
久的暗戀，悔不當初的朱口口
又向 Gigi 展開了一次聲勢浩大
的求婚……

6 每個女孩都是自己的
女王，當你足夠好，不必為
了結婚而結婚——《不婚女
王》
《不婚女王》by 自由極光
“不婚女王”何大葉，也
和同齡的很多人一樣處處被人
逼婚。她在經歷了第一任丈夫
羅暢帶著她一同逃離他們結婚
現場的荒唐事之後，更堅定了
她不要結婚的信念。她作為一
個婚禮策劃師，見證了許多新
人在婚禮上的故事，有歡樂，
有辛酸，有惆悵，見識了人生
百態的她，開始思考婚姻真正
的意義是什麼。
何大葉在一場婚禮上認識
了過氣男模張猛，這是一個長

8 畢恭畢敬，政治聯姻
——《此致，愛情》
《此致，愛情》by 蘇格蘭
折耳貓
在梁和人生中最晦暗的時
候，顧淮寧走入她的生命。顧
淮甯，職業軍人，持重沉穩，
擁有簡單的愛情觀和婚姻觀。
一樁軍婚外加一位高深莫測的
中校先生，隨之而來的，是一
場跨越婚姻圍牆的駿堅戰。婚
後，兩人彆彆扭扭地相處，自
認為楣處和諧，卻都有隱藏很
深的秘密。顧淮寧的過去和無
情，在他們之間設下層層漳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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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分鐘一見鍾情，五
分鐘談情說愛，七分鐘私定
終身——《80 後小夫妻閃婚
實錄》

專業服務，誠信待客

張哲瑞

《試婚》by 安寧，照日格
圖

再婚的大門，這一代人更敏銳
地窺視到了當下的男女兩性的
情感，也是敢於坦蕩面對自我
追求幸福的一代。

《繼承者們》by 金銀淑
這是一個高富帥和白富美
的圈子，他們生下來便擁有一
切，也註定被生意與爭鬥緊緊
捆綁。在他們的人生裡，沒有
相互喜歡，只有出於家族需要
的聯姻，這是坐擁一切的代價
。可是，一定要向命運屈服嗎
？
金歎，富可敵國、完美深
情、卻遭流放的帝國集團庶子
，如果他和門當戶對的劉 Rachel
聯姻，就能抹去作為庶子的陰
影。然後他卻愛上了一個美麗
直率、聰明堅毅的貧窮繼承者
，車恩尚。無論貧窮富有，他
們所繼承的一切，早已寫進命
運無法改變，但想要的小幸福
，看似那麼簡單，卻又無法得
到……
抓不住，又放不下，愛與
不愛反正都那麼難。能否跨越
一切障礙牽那個人的手？又能
否用力地相擁，悲傷地相愛，
不顧一切地向前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