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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中 国 经 济 生 活 大 调 查
（2017-2018） 》 结 果 公 布 ， 其 中 针 对
18-25 岁在校学生进行的专项调查结果显
示，“90后”大学生在择偶的考虑要素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
超越了颜值、才华甚至家庭和经济条件。

据悉，该调查由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

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项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全国性媒
体调查活动。

线下，大调查通过邮政遍布全国的网
络，面向104个城市300个县发放10万张明
信片调查问卷。线上，央视联合国内10多

家顶级互联网公司，面向全网推送网络调查
问卷，调查范围覆盖8亿网民。

调查还显示，和大多数人一样，在“90
后”眼里，“家庭关系”“健康状况”“收入
水平”是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但值得注
意的是，他们对“家庭关系”的重视程度高
于其他人群，且多过收入。

作为“90 后”，若谈论爱情，
说到患难与共，我的理解是共历风
雨，才能心心相印，让爱久长。我
是从爸爸妈妈的爱情中深谙了这点。

爸爸妈妈的老家相距百余公
里，他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爸爸
的家在伏牛山区与南阳盆地接壤处
的丘陵地带，地域偏僻，交通不
便，村庄甚小，至今仍然没有一条
像样的路。我们开车回家看望爷爷
奶奶时，路上凸起的石块经常把车
底板刮得嘎嘎响。而妈妈的妈妈
——外婆家在南阳市郊，毗邻飞机
场和高速公路，地处平原，土地肥
沃，整体环境相对较好。

爸妈经人介绍认识后，妈妈被
爸爸的温柔体贴、幽默风趣折服，
摆脱闲言碎语，毅然和爸爸走到了
一起。

那时爸爸在部队，妈妈带着我
在部队的平房院里生活了很多年：
共用一排水龙头，洗衣洗澡极不方
便，上厕所要走很远。再后来，我
们全家回到南阳，爸妈用积蓄买了
郊区的一处农家院，把家安顿下
来。那时爸爸的工作刚落实，需要

每天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上班，
业余时间还写作挣稿费，养家糊
口。妈妈当营业员为别人打工，后
来自己做生意又赔钱，但爸爸依然
安慰妈妈：只要一家人吃饱穿暖就
好，没必要吃太好、穿太贵。现
在，爸妈供我上大学，还要养育弟
弟，经济仍然很不宽裕，但全家人
每天通过视频聊天，快快乐乐。

在我看来，若在一个合适的时
候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会倾注我
的爱情，像爸妈那样，不注重家庭
显贵豪富，不追求颜值，只盼望能
够与我携手，患难与共，共历风
雨。虽然我们“90后”这一代人还
没有碰上什么大灾大难，但人生无
常，需要伴侣与我积极应对困难，
相守到老，这样的爱情才美满。

人生漫长，我需要一个率真、
有趣、包容的人陪我走过，能够一
起笑，还能一起哭；一起轻松旅
游，一起过繁琐生活。我爱他所爱
的一切，他同样爱我所爱的一切，
共历风雨，共同承担，相濡以沫，
岁月静安——这就是我的爱情观。

鲁 钊整理

我第一次听到钱钟书和杨绛的
故事，大概在高三。从那时起，寻
找一个“妻子、情人、朋友”三位
一体的灵魂伴侣，就成为了我的恋
爱理想。

灵魂伴侣之间，必然是互相平
等的，各自有独立的精彩生活，合
起来是“1+1>2”的搭档。也可能
这个理想过于奢侈，直到去年，我
才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后，与女朋友
走到了一起。我们两个人的爱情观
高度相近，也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但光有相近爱情观和共同的爱好，
并不能消灭恋爱生活中的烦恼。两
个之前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在共同
生活中，面对的并不全是快乐，也
有诸多琐碎的烦恼和各自面临的学
习、工作压力。太过亲昵，不经意
间会碰触对方的底线，引发矛盾；
太过疏远，就无法及时感知对方的
情绪，阻碍互相之间的沟通。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发挥了各
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处理恋

情中的各类疑难杂症。女友思维理
性，长期关注心理学，有丰富的理
论知识储备，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帮
我分析遇到的问题；而我相信直
觉，就事论事，重视实际结果，常
常是负责决断和执行的一方。我们
两个人，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
若轻，一文一武，一柔一刚，将各
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往往能顺利解
决遇到的问题。

刚谈恋爱的时候，我曾经担心
过，女友年龄比我大，专业和我也
不一样，会比我早工作，我可能会
跟不上她的节奏。慢慢地我发现，
谈恋爱是不可能把所有条件都准备
好了再去投入，更重要的是掌握临
时应对的智慧与技巧。未来的生活
有无穷无尽的新境况，不可能都备
好了答案再去面对各种问题。我俩
都相信，无论在未来碰到什么情
况，对方都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自
己；我们可以用两个人的力量，共
同建设自己的美丽小世界。

一转眼，身边的很多“90 后”都已步入
了婚姻殿堂，而我也正在经历“被催婚”。

父母一直很担心，我越晚找对象，就越
难嫁出去。而且，他们希望我结婚之后，能
够过“好”一些。所以，最近几年他们给我
介绍了一些经济条件不错的相亲对象。

但在我心里，经济条件并不是择偶的
第一要素。我认为志同道合、三观一致才是
最重要的。其次，门当户对也是值得考量的
因素。最后再来考虑颜值、才华这些加分
项。

先来说说三观问题。出生于 1990 年的我
早已到了适婚年龄，所以谈恋爱都是奔着结
婚去的。既然要结婚，就是打算长长久久地
过一辈子，而有相同的三观、志同道合才是
婚姻稳定的基础。三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若三观不合，连基本的沟通都会无法进
行。比如，我曾经和某相亲对象看了一个电
影，因为讨论电影情节，我俩的观点大相径
庭，最后居然闹得不欢而散。当然，也有一句
话叫“君子和而不同”，我和另一半不必在每
件事上的观点都一致，只要我们看待世界、对

待人生有相同的态度即可。
而古人说的“门当户对”也很有道理。

很多人都说两个人的婚姻，其实是两个家庭
的结合。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生活习惯，
对现实事物的看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
的共同语言。我身边也有很多例子，起初因
为爱情在一起的情侣，随着时间的流逝，因
为家长里短等现实问题而分手。有朋友对我
说过：“你看看他们家，在这个事情上居然这
么处理……你以后结婚，一定要看清对方家
里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过的比较幸
福的“小家庭”，两人通常是门当户对，有着
相同的“大家庭”。

最后，再来说说颜值和才华。网上流传
着一句话：“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
华。”但事实上，好看的容颜终究会因为岁月
而不再；才华固然具有吸引力，但若两人三
观不合，再有才华也无济于事。

““9090后后””的爱情观的爱情观

■“90后”大学生■“90后”大学生

最看重另一半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

 鲁 娜 北京 公关公司 职员 鲁 娜 北京 公关公司 职员

三观一致是根本三观一致是根本

空姐这行当一年到头在外奔波，不论经
济舱还是头等舱，常常会看到那些令人怦然
心动的中外男子，但这只是表象。

因为我心中理想状态的他，一定要家庭
责任至上。当然，女方也一样。因为不论你
在外面多么能干，贴了多少标签，一旦回到
家里，总是要回归最原本的家庭角色，也就
是普通的丈夫或者妻子，对方家庭的女婿或
儿媳、将来的父母。只有双方都充分认清自
身在家庭的定位，主动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义
务，才能把一个小家庭一步步维系经营下去。

我母亲也是空姐，后来改行做了行政。
从小，我就觉得她美丽能干，一直把她当作
榜样。母亲不论在外面多么风光精彩、艰辛
劳累，一回到家马上切换成普通家庭主妇模
式：用浴帽包裹涂着护发素的头发做饭，贴
着面膜打扫卫生……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大妈
的生活节奏。我父亲经商，平常在家的时间
不多，生意总是起起伏伏，但回到家里从不
诉苦抱怨，抢着分担家务，还总是想方设法
逗母亲和我开心。

从我上小学起，母亲一有空就教我做家

务，尤其是传授烹饪技巧。
在她眼里，这些生活技能是家庭责任的

体现，也是现代女性的御夫之道。一个女人
总得会几道拿手菜，拴住丈夫的胃，继而拴
住丈夫的心。

这些年来，我默默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还常幻想在某个情人节，在家里和他共度一
场浪漫的烛光晚餐。同事中有人一点儿家务
都不会做，还自诩将来是“享福的命”。我不
以为然：即便家庭条件再优越，所有琐事都
由保姆来完成，作为家庭主妇也必须懂得该
如何安排和驾驭这些家务事。

我相信，只有双方把家庭责任都放在第
一位，主动扮演好家庭中的各自角色，承担
家庭义务，在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中，不断磨
合互补，一起完善提高，才能真正把家庭经
营维系好。

黄自宏整理

家庭责任要至上

 杨莉玫 国航西南分公司 空姐

灵魂伴侣最理想

 宋同学 山东 在读研究生

几年前从厨师专业毕业后，我
一直在黄花机场餐厅打工。眼看今
年25岁了，家人总有事没事地跟我
提对象的事。我是一个湘北农家孩
子，身无长物，长得不算高大帅
气，文化也不太高。对我而言，令
我动心和珍惜的女子可遇而不可
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除了身心
健康，一定要是不分彼此、共同努
力的伴侣。

当年在学校时，同寝室一个帅
气的哥们和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城里
女生拍拖，一度都准备谈婚论嫁
了。但有一次，两人在教室里调
侃，不知怎么的就绊起嘴了。女生
开口闭口就是“我的家、你的家”

“我的妈、你的妈”“我的钱、你的
钱”……我听着觉得非常刺耳，心
里替舍友凉半截。果然没多久，两
人就分手了。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在我看
来，爱情平等而纯粹，不是施舍，
不是交换，不能夹杂太多别的成

分。生活中，油盐酱醋茶这些东
西，远比热播的偶像剧里男女主角
的风花雪月现实很多。双方都需要
长期默默坚守、付出，不分彼此才
能相得益彰。

舍友毕业后，在长沙一家高校
食堂做了主厨，不久和学校超市的
一个女孩好了，婚礼上还把我请去
当他的伴郎。婚礼上，嫂夫人很有
礼貌地微笑着跟所有宾客打招呼，面
面俱到，左右逢源。席间她的一个小
细节很打动我：在向双方父母敬茶
时，为了有所区别，她称“这边的爸
妈”和“那边的爸妈”，都是“一家
的爸妈”，在场宾客都对她赞不绝
口。当婚礼司仪让新郎细数新娘优点
时，那家伙脸憋红了半天，才吐出几
个字：她心好、善良、顾家，不分彼
此！言简意赅，令人信服！

一直以来，很多人跟我说谈对
象的事，我总是把“不分彼此”作
为一个重要条件。虽说可遇而不可
求，但我一直在等着她。

不分彼此共努力

 聂湘伟 湖南长沙黄花机场 厨师

共历风雨享岁月

 鲁一漫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学生

■"90后" 大学生在乎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