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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背叛家庭的成本分析
任何有收益的事情，都会伴随风险。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比不同，那样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而出轨完全不
是这回事，有可能收益很低，但是风险奇高。

金钱成本金钱成本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一个相识

的中年大哥看中跟我同办公室的
一个姐姐，他说打算花3000元请她
吃饭、K歌和游玩……很多菇凉一
听破口大骂：区区三千块就想毁人
名节？我一听也两眼冒火，靠，我
当时一个月工资才 250元，他竟然
要拿出我一年零两个月不吃不喝
的收入，仅为了啪啪一次？！

那时武汉中北路房价不过
1000 元出头，现在开价 4 万以上
了。如果以房价做参照，一个工薪
族准备了12万元出轨经费，真下了
血本！

一个良家妇女，不会随便出轨
的，你得各种诱惑，这就需要成
本。就算女方不爱慕虚荣，不要你
的钱财，你总得请人家吃喝玩乐联
络感情，你总不能指望AA制把人
家弄上床吧？上面的大哥是高级
白领，那么普通男人呢？

小武看中了单位的小姑娘柳
柳。他月薪 1万元，可以拿出多少
钱来追柳柳呢？

1万元的月薪，除去这费那税，
真正能拿到手的只有6500余元，上
交4000元给老婆做家用，小武只剩
下2500元。他上班开车，每月油钱
500元，市内停车费 150元，手机费
96元套餐，他还要吃饭、应酬，至少
600元，还有各种不可预测的开支，
大约 300元。这么一算，他每月只
能节省854元，一年可以积累10248
元，这笔钱就是他的撩妹经费。

小武要想请柳柳吃饭，肯定不
能去大排档。再说，人家柳柳也不
苕，早看出你的司马昭之心了，能
不考验一下你的诚意吗？扒拉一
块有品质的牛排，餐后来个甜点，
不过分吧？一顿下来，400元木有
了！

可仅凭一顿饭就能解决吗？
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说，能花10顿
饭拿下，不算慢的了！

仅有吃饭是不够的，女孩喜欢
K歌呀，喜欢美甲呀，香水好像用完
了呀，她喜欢的牌子是香奈儿——
这名字一听就是“一瓶香水奈何儿

子伢”的简写……反正，三五千又
木有了！

柳柳被小武的殷勤打动了，该
去开房了！小招待所肯定不行，快
捷酒店也掉价，而且不太安全，小
武一咬牙，上星级宾馆！

如果柳柳此时看上一个驴牌
包，小武非崩溃不可——柳柳未必
看重一个包包，可你连个包都舍不
得，还说对她是真心实意？哄鬼
吧！

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收入不
低，但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
不饮茶，大热的天连瓶水都舍不得
买——呵呵，理解一下吧！

时间成本时间成本
王婆说，男人要勾引良家妇

女，非要“潘驴邓小闲”不可。有
闲，是必须的！

悲了个催的，现在的男人其实
都很忙，每个给你发银子的老板，
恨不得你一天 24小时在干活。再
忙，出轨时间必须挤出来啊！

有统计说，90%的出轨是办公
室恋情。没办法，太忙了，男人没
有多少时间去外面猎艳。

根据老司机的介绍，那种工作
能力强、眼光敏锐又内心强大的菇
凉，很难被一般男人打动，不是最
佳出轨对象；只有那种业务能力有
点欠缺，目光不太锐利，有点依赖
心和公主病，心灵有一点点脆弱的
菇凉，才是最佳进攻目标。如果一
个老司机能帮助她做业务，给以心
灵的抚慰，她才会怦然心动……

做这一切功课，都需要时间和
精力。有一个老哥哥，为了搞定单
位一个少妇小春，几乎牺牲了所有
的休息时间来帮她完成工作任务。

有一天，他看到儿子的作文，
说：“爸爸是一个超级忙人，没有陪
我去过游乐场，没有辅导过我的作
业，甚至我生病，爸爸也不在身边
……”看到儿子的控诉，他羞愧万
分！

有一次，他帮小春做完文案，
已经是深夜，本来约好是去开房
的，可就在去宾馆的路上，小春老

公打来电话，宝贝儿子上吐下泻，
正在送医院的120车上。

老哥哥犹如一头凉水淋到脚
跟，却不得不表示体贴：“你有事，
先去忙，改日约。”

改日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
月后，老哥哥帮小春完成了更改三
次累计11万字的文案，累得快吐血
了。等两人进了宾馆房间，他才发
现自己的腰已硬得无法直立，一双
手疼得做了不了俯卧撑运动。虎
头蛇尾结束这趟期盼已久的约会
后，他去了医院，医生说，他的双手
不仅变成了鼠标手，而且腰椎轻度
变形……累啊！

风险成本风险成本
任何有收益的事情，都会伴随

风险。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比不
同，那样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而
出轨完全不是这回事，有可能收益
很低，但是风险奇高。

安全风险安全风险
十余年前，我认识的一个老报

人、某省级日报的副总坠楼身亡。
原因是那天晚上他在情妇家睡觉，
忽然想起了敲门声。他一急，躲到
了阳台上，可阳台太矮无法藏身，
他只好踩在阳台下面的空调机箱
上，双手抓着阳台栏杆。孰料，脚
下一滑，他双手又没有抓稳，直接
掉下楼去，壮烈牺牲。

至于奸情被对方老公、男票发
现打上门来酿成血案的，不胜枚举

……
奸情一旦曝光，除了可能引发

对方男人寻仇外，还有就是家庭可
能面临分崩离析状态，假如妻子性
情刚烈，不依不饶，那么妻离子散
是肯定的；如果你早就不想在这个
家呆了，孩子的怨恨你如何平息？
好吧，妻子不愿离婚，但是你不服
个软，能过得去吗？头大啊！

机会风险机会风险
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公司

纪律就是“别动公司的钱，别动公
司的女人”！

出轨就像怀孕一样，迟早会被
人看出来。中国人热衷于捉奸，即
使双方的爱人没有看出来，但是周
围的 xx群众，一定会看出来。一个
出轨的男人，容易被一些上司打入
另册，这倒未必是上司注重私德，
而是为了避免风险。

一个老总说到自己一个下属，
有能力有魄力，却一直不敢提拔
他。这小子好色，喜欢勾三搭四，
如果让他掌握权力，他可能会祸害
女下属，将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想
来想去，老总只好打消了提拔他的
念头。

心理风险心理风险
有人说，出轨的男人，要撒谎

掩饰，精神一直处于高压状态，时
间一长，容易患高血压、心脏病等
一些列风险，我不是医生，不懂这
个，但我觉得这有点小瞧了老司机

们的心理素质。不过，他们有另外
的心理压力。

一个花花公子曾经掷地有声：
“天下没有我搞不定的女人！”

然后，有人问他，他是不是天
下泡妞第一强？他摇摇头，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随后，别人问
他，如果一个比他还高的高手，看
上他老婆，该怎么办？他顿时懵
逼了，想了三天三夜，发现毫无办
法防御！

人都是自私的，自己可以出轨
N多次，却不希望自己的伴侣出轨
一次。那种开放式夫妻，少之又
少。这位老司机从此陷入一种痛
苦当中。他不是不相信妻子的品
德，但是他更害怕男人的手段，有
道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越是出轨高手，越是心灵的囚
徒！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
出轨并不违法，但是你在开

房、车震或野合时被警察蜀黍抓
住，就有点麻烦。警察旨在抓嫖，
出轨虽不是嫖娼，但婚外情属于有
违公序良俗的行为，警察蜀黍是有
权通知你俩的配偶或单位领导来
派出所领人的！

仔细算算，男人出轨的成本是
很高的。当你知道一个男人花费
这么大的成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来出轨，是不是在痛骂他“渣男”之
前，先要拱手作揖，问一声：“这位
英雄，请问尊姓大名？”

离婚时男人的这些话，
会让女人恨你一辈子

一一，，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离婚时，如果男人对女人说，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女人一定会恨
你一辈子。因为女人真的没有办
法接受男人从未爱过自己，她会觉
得之前和男人度过的婚姻岁月是
一场笑话和闹剧。婚姻是两个人
实打实地过日子。

如果你们在婚姻中完全没有
感情，那么你们又何必委曲求全
呢？如果你们在婚姻中从未真正
感受过幸福，那么你们又何必让自
己沉迷于婚姻甜美的幻想里，无法
自拔呢？婚姻本来是非常神圣而
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要披着虚情假
意的外衣来秀恩爱呢？如果你从
来没有真心爱过一个人，那么我建
议你不要轻易和这个人结婚，否则
受伤的将是你们两个人。

二二，，我终于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
离婚时，如果男人对女人说，

我终于自由了，那么女人一定会恨
你一辈子。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
候，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之前跟
她在一起的婚姻完全就是一种束
缚，那段婚姻之于你就像一座牢
笼。离婚让你重获新生和自由。
你是爽了，可是你的这句话却刺痛
了女人柔弱的心房。

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听到你对
她说，跟她离婚后，你终于获得了

自由。试问，你之前和她的婚姻是
有多么不自由呢？既然你觉得和
她在一起特别痛苦，特别不自在，
为何不早点离婚呢？

三三，，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离婚时，男人千万不要对女人

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也不
要再来找我了。女人听了，一定会
恨你一辈子。有些话，你心里说说
就行了，没必要通过口头来表达。
其实，你爱不爱她，或者说，她爱不
爱你，我想你们早就心知肚明、心
照不宣了。

正所谓，人艰不拆。婚姻需要
保持难得糊涂的心态。如果你把
婚姻看得太过透彻，反倒容易失去
这段婚姻。有读者曾向我倾诉，她
说她把感情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
所以她现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
象。对此，我只能说你可以在感情
中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但是也请
给你的爱情一条活路。

如果遇到一个你不怎么讨厌
的人，而对方也对你有好感，你不
妨给彼此一个机会，尝试着接触一
下，慢慢培养感情。也许，你就很
快可以告别单身了。但是，无论如
何，你都不要在离婚时，对昔日的
伴侣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说
不定，人家也压根不想再见到你
呢。你又何苦自取其辱呢？

专栏节目专栏节目：

爱问稚云（9）
 




















































专业背景专业背景：：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美国戈特
曼二级夫妇治疗师，美国正面管教家长讲师，美
国NLP(神经语言程序)执行师。超 10000小时个
案，帮助超过1000个家庭重获幸福。

擅长擅长：：评估，干预及改善各种婚姻关系，提高
亲子关系。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1（240）716-1000
扫描二维码私聊扫描二维码私聊

20182018,, 让我们一让我们一
起做个爱的领舞者起做个爱的领舞者
吧吧！！

本周有幸读到一本书，David Richo, Ph.D. <<
亲密关系的重建>>，掌握开启亲密关系的五把钥
匙（五A）：关注（Attention）、接纳（Acceptance）、欣
赏（Appreciation）、情 意（Affection）、包 容
（Allowed），你懂爱多少，爱就予你多少。希望在
新年伊始，大家有个正确的心态与方法去给予
爱，享受爱！

我在从事夫妻咨询与培训实务中，时常碰
到一个问题：傲慢、执著及控制他人的需求被认
为是爱，是对的，其实这种专横会把亲密吓走。
人如何才能展现出整正的爱？我们一旦准备好
抛下膨胀自我的“颜面”（F.A.C.E.）：恐惧、执著、
控制、应得的权利，就心理上而言，都是一个大进
展。在夫妇关系中，亲子关系中，我们都使劲了
全力去爱对方，但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感受不到爱？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被玩弄
和成为负担！

不要对爱失望，要为爱而努力。这趟旅程从
父母给我们五A开始，童年得到父母良好的养育
照顾，有助于我们长大后发展成人恋情。假若我
们在童年遗留下来的失落感之中长大，日后的恋
情则会受其拖累。不过，我们可以从哀悼这些失
落当中放开它。这么一来，童年在我们心中留下
的缺口摇身一变，成为滋养个人气度的能力。

关注：就是意味着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也

就是体察你的需求和感受，你的配偶关注你的时
间与玩手机的时间一样多吗？你关注孩子和关
注你的球赛爱车一样多吗？在充满爱意的关注
里，能让人不断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

接纳：假设我们的童年缺乏接纳，可能会产
生羞愧和不足。在接纳中，你不会被拿来和其他
手足比较，而是被信赖，被赋予力量，被理解，被
全然认同，因为你是独一无二。当你感觉有人衷
心支持你的选择，你就会感觉被鼓舞和珍惜，你
的价值系统会提升，就会更自信，给与别人爱的
时候更顺畅！

欣赏：欣赏也包括感恩，由于任何一段关系
都关乎施和受，所以欣赏感恩会让彼此更亲近。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Gottman博士的研究指出，
感情和睦的夫妻彼此相处时，欣赏和抱怨所占的
比例是五比一，每一次抱怨的背后，都藏着对五
分之一的渴望。

情意，我们透过身心灵表达爱，真心爱我们
的人给的深情抚触和拥抱，温暖我们的身体，修
补我们的心灵，所有的恐惧，不管有多深，只需要
充满爱意的轻轻一抚，都将化为乌有。

包容，如果能在家里得到足够的包容，就可
以学到做自己，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你在
成长过程中，能尽情做先做的事，抒发情感，感受
到系欸他那个给你的心灵自由，你被容许当你自
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能够自己做主，即便行为
不小心逾矩也不会受到责罚。你可以无拘无束
地离开父母，成为独立地个体。

最后最后，，留留22个问题给读者思量个问题给读者思量：：
1. 我是不是愈来愈懂得如何去爱？
2. 在亲密关系中有恐惧，渴望，判断，控制

和错觉 5 个海盗？海
盗，你有几个？

如果你喜欢我的
这个栏目，请为我投一
票吧！这将是给我最
大的鼓励！

步骤：1.扫描二维
码；2.华府十佳---教
师类---黄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