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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裂痕是
从不好好说话开始的

01
坐公交车，一对夫妻，女的坐在

座位上，男的站在她的旁边，手里拎
着一些蔬菜。

公交车急刹车，男的一个踉跄，
袋子在外力作用下就开始破裂，袋
子里的西红柿就滚到了地上。

其中一个滚到我的脚下，我弯
腰捡起来寄给那个男的，他抱歉的
说了一声谢谢。

他转动着把散落在车上的西红
柿捡起来，一一抱歉道谢。

但是他的妻子在车上一句话也
没说，只翻了一个白眼。

恰巧我们同一站下车。刚下车
我就听到那个女的抱怨指责男人：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废物，连个蔬
菜袋子都提不稳，丢死人了。”

声音大到让人无法忽略掉。然
后，我亲眼看到一个大老爷们在车
站牌那里羞红了脸，把头低的矮矮
的，没有任何反驳。

我无法揣测那个男人的内心活
动和想法，但是从他低下的头和匆
匆的步伐，我看出了他的窘迫和尴
尬。

当众场合让自己的男人失去尊
严，这是典型的中国“泼妇”。

她们的言辞表现为讽刺挖苦。
比如：我怎么嫁给你这种人！

你还能干点什么！你看看谁谁，多
有本事，你再看看你多窝囊……

这种家庭相处是一种扭曲状
态，但是，确实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缩
影。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还能凑
合。

一个不愿意听，一个还自以为
是指点的，必定是家庭战争的开始。

02
俗语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
这种夹杂暴力式的对话方式，

会致使其中一方处在极度自卑的状
态下，这样的婚姻对话没有平等可
言。

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的扭曲相
处状态，是一方牺牲自己的话语权
维系的脆弱关系。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统称为语言
暴力。

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
中提出：“大多数暴力的根源在于人
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而将冲
突归咎于对方”。

也许，那个妇人没有意识到她
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却带
给了捡西红柿的那位先生无尽的痛
苦。

与这种语言暴力带来同样伤害
的是婚姻冷暴力。

假使遇见一件意见不一的事
情，双方都不愿意沟通，矛盾就会进
一步激化，家庭矛盾就会彻底山洪
暴发。

因为拒绝沟通导致误会加深，
最终离婚的夫妻案例也不在少数。

正因为夫妻是人际关系中最亲
密的一种，所以，对双方的弱点掌握
的更清楚，在不理智的状态下，我们
总会用最极端的方式来逼迫对方就
范，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哪怕口不择

言，或者用沉默斗争到底。
可是，故事的结果总是两败俱

伤。
03
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

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
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
的”。

婚姻生活都是杂碎，是每天切
切实在的相处。

而我们又是独立的个体，世界
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
个思想完全一致的人，我们需要在
家长里短里沟通，需要好好说话，了
解彼此的想法，尊重对方。

恶语相加只会加速矛盾激化，
冷暴力则会逼疯对方，事情非但没
有解决，还给双方心里上造成隔阂
和伤害。

笑笑姐结婚二十于载，一直是
我们公司的爱情指导师。

笑笑姐和她的先生结婚二十多
年，一直相处融洽，平平淡淡，恩恩
爱爱。

我向笑笑姐取经，笑笑姐只是
淡然一笑说：哪有什么经，无非是好
好说话罢了。

笑笑姐的丈夫脾气暴躁，比如
有次，笑笑姐的丈夫去车站钱包被
偷，十分生气，当即火冒三丈。

大怒，打出租回家让笑笑姐付
钱后还是一直不能释怀，一直嚷嚷
着要报警。

换做别人，如果得知丈夫丢失
钱包肯定也会生气，也许还会咒骂
那个小偷。

但是笑笑姐没有在丈夫极端情
绪下火上浇油，没有着急地一起咒
骂，而是等他先生情绪稍微平复一
些，然后询问丢失了什么，得知只是
丢失钱财，且只有几百之后。

笑笑姐拉着先生坐在电脑旁，
找出一些贫苦的人为了生计铤而走
险偷窃的新闻给先生看，然后慢慢
疏导。

她的先生因此怒火平息，重展
笑容。

懂得好好说话的人，婚姻会更
加融洽。

因为懂得好好说话的人会照
顾到对方的情绪，会斟酌自己的用
词。

有时候歇斯里底，大声叫嚣，
呼天抢地都没有和颜悦色的好好说
话来得实际，高效。

好好说话是婚姻的粘稠剂，会
增添婚姻的幸福感，加固婚姻的围
墙。

04
两个人走入婚姻的殿堂，就意

味着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在对方
面前。

因为太了解，所以伤害起来才
会更加毫不费力。

语言的伤害是无形的，不同于
外在伤害有形可见。但是它的破坏
力绝对不容小觑。

而好好说话则如沐春风，知道
那些话用什么方式说既能让人接
受，也能取得最佳效果。

好好说话能化战争于无形，不
要忽视好好说话对婚姻的凝聚力。

不想谈恋爱是假的！不想分手是真的
很多时候，那些嘴上说着不

想谈恋爱的人，其实心里都住着
一个不可能的人。

与其说是不想谈恋爱，不如
说是不敢谈恋爱，明知道没结
果，却还是会想要等待，哪怕只
有一点点的希望，也期待着奇
迹能够发生。

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最后
却只能选择分手，没人会懂你
那一刻的感受，是失望，伤心，
还是痛彻心扉。

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这样
一段话说“三年的时间，以为能
走到最后，可就在刚刚你选择
了离我而去，我不知道这几年
的感情算什么，我只是感觉，再
也不想谈恋爱了，再也不想分
手了。”

那个时候我特别能理解这
样的感受，一起经历过那么多
美好的人，突然间离开了你的
生活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情。

曾经爱的火热，如今就要成
为陌生人，这个世界上的感情
不知道怎么了，总是相遇了又
离开，留下一段难熬的时光。

最近身边的朋友不知道怎
么了，对于感情的话题总是避
之不及，尤其是范先生，已经单
身两年的他不知道怎么了，一
直都没有找到喜欢的人。

有的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说
他：是不是准备孤独终老了，范
先生也总是不温不火的回复
我：其实孤独终老也挺好，至少
再也不会承受分手带来的痛苦。

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范先生
很怂，不就是失个恋吗？搞得像
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但听过
他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有
些伤痛，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弥
补。

谁都想拥有一段完美的感
情，充满了幸福和甜蜜，可是并
不是所有的期待都能如我们所
愿，现实和理想之间，终究隔着
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别再问一个人为什么不想谈
恋爱了，因为他们是害怕再分手，
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同时在他们
的心里永远都会住着一个不可能
的人。

我们都在等待，等待着那个
来了就不会走的人，等待着一场
不分手的恋爱。

双赢调解专栏双赢调解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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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背景专业背景:: 婚姻家庭法调解婚姻家庭法调解
员员，，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美国美国
戈特曼二级夫妇治疗师戈特曼二级夫妇治疗师，，美国正美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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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超过10001000个家庭重获幸福个家庭重获幸福。。

擅长擅长：：婚姻调解婚姻调解，，治疗和分治疗和分
析析；；亲子教育亲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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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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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男小的婚姻女大男小的婚姻，，是否能真是否能真
的收获幸福的收获幸福？？

T 太太：我和先生结婚 13
年，婚前这段关系就不被看好，
一是因为我比他大 4岁，二是我
是离婚的，他是第一段婚姻，婚
后我们育有一子。我现在的问
题是，生活中我感觉不到爱，13
年来我为了讨好他，天天做牛做
马，就怕闹不痛快再次离婚。然
而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连儿子也是这么说，你照顾我们
是应该的。我为此感到很失望，
我哪里做错了？

答：一段婚姻能否继续下去，
不在于你的容颜历史和年龄，假
设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开始，就
不会有好的结果。你只是在用你
的付出减少你的恐惧和内疚，没
有意识到家庭里最重要的部分，
爱和尊重。没有界限就没有幸
福，而一个没有界限的人是：

11..为别人活为别人活，，而不懂为自己而不懂为自己
活活

这样的人没有为自己活过，
一生为父母、为朋友、为工作(病
患)、为家庭(配偶、子女)，活在别
人的期望和要求当中(父母、老
师、老板、朋友、配偶)，从来没有
认真想过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真
实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也总认
为自己、自己想要的，都是不重
要的。

他必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
一直做他们不愿意或不喜欢的
事，他们也感到怨恨，对掌控他
的人感到怨恨，觉得自己没有选
择的余地。这样的人缺乏自我
认同，自我身份混淆，不知道为
谁而活，无法认清自己是谁、别
人是谁，是自己想要的或是别人
想要的。

你需要：开始为自己、自己
的人生负责任，从别人的期望中
走出来，知道你想要什么?想做

什么?
22..被人控制被人控制，，而不懂自我尊而不懂自我尊

重重
这样的人容易被人所控制

或伤害，没有能力去限制别人对
于自己的伤害(身体上、情感上)，
不懂得保护和尊重自己。常常
太依赖或顺从别人，以致他们不
能对别人设限，而感到痛苦、羞
辱。

你需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和
情感，主张你应有的权利，拒绝
从别人来的伤害、虐待。

33..为别人负责为别人负责，，而不懂为自而不懂为自
己负责己负责

这样的人常为别人的感觉
负责，害怕别人生气、伤心或失
望。又常为了讨好对方，过度在
乎对方的感觉，反而忽略自己的
感觉或失去控制。他常常感到
罪恶感，觉得都是自己的不对、
或做得不够好。

你需要：分开这是你的或是
对方的情绪。让别人为他人自己
的情绪负责，你为自己的感觉负
责，避免受别人情绪的控制。

44..失去控制失去控制，，而不懂掌握自而不懂掌握自
己己

这样的人将生活及生命的控
制权和选择权交给别人，变得无
法掌握自己。过度依赖别人，害
怕做决定，由别人为他做决定，或
要别人为他负责。觉得必须做到
别人要求的每件事，让别人控制
我们的生命和选择。常常感到恐
慌，无法控制自己，和否认(推卸)
自己的责任、认为自己是没有选
择的。

你需要：为自己做出选择、决
定，并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决定
的后果负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掌握自己的生活，而不需要为
别人的行为负责。

婚姻心理学家长期研究发
现，完整、幸福的婚姻总是有根神
秘的“爱之链平衡”，将婚姻内的
两个不同身份、不同成长背景的
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无论春夏
秋冬、寒来暑往，还是岁月的沧桑
巨变，都始终不渝地永续着两人
真爱的传奇！而大部分芸芸众生
的爱情与婚姻，外表看起来也很
不错，璀璨亮丽，可一阵微风吹
来，便阵阵颤抖；倘若强风袭来，
后果更不得而知。因此，有人
说，大部分人的婚姻，不是活在
爱里，而是活在恐惧中。不是
吗？婚姻与家庭里缺少真爱，像
个“烂苹果”，表皮光鲜，内核和
果肉早已腐烂。多少夫妻，打着
一张“为了孩子牌”，维系着项目
合作制的家庭！

这一系列痛苦的、麻木的、
扭曲的、变形的、生病的婚姻，我
们称其为“共同信念缺失症”。

何 谓 婚 姻 内 的“ 共 同 信

念”？简单地讲，就是两个完全
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
成长历程、不同价值信念的人，
因爱情而走进婚姻里，在共同的
生活中创造及培育的“爱”与“价
值”。也可以说是两人各自的价
值观、信念及人格模式的交集部
分。

同信念”的夫妇，感情会持
久地加深，并随环境、时空的变
化增添新的内涵。

美满而健康的婚姻并非从
天而降，是需要双方用心努力地
经营。本着此种理念，在婚姻的
道场里修炼成仙——做个快乐
幸福的女人或男人，是每个人所
享有的“天赋人权”！

在此在此，，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须注意以下几个问
题题：：

11.. 积极的自我成长积极的自我成长
"真正的自我"指的是自己

清晰的明确的"知道"，知道"我喜
欢什么？我害怕什么？我需要什
么？我讨厌什么？我的价值观是
什么？"了解了自我，既能准确地
把握自己的需要，不委屈不压抑；
同时，又能设身处地地顾及别人
的需要及感觉。拥有自我的人际
关系和婚姻关系是坦荡的、流畅
的、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

22.. 放下对放下对““完美婚姻完美婚姻””的期的期
待待

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也没
有完美的女人和男人，所有的完
美期待，均源自头脑潜意识的"
投射效应"，将生命成长过程中
未满足的"匮乏性需要"转移到
对婚姻和爱人身上。在"投射"
的作用下，这份感情经营得很"
心苦"，很吃力，也很无奈！原因
很简单，被你期待的另一半，是
你的老公，而非你的父母亲，他
无法也没可能担当拯救你灵魂
的天使。所以，他很累，你也憔
悴！

最后的结局可能是，由开始
的"完美婚姻"发展到"烂苹果婚姻
"(外表光鲜，内里腐烂)，到最后的
"豆腐渣婚姻"(里外松垮)，直至曲
终人散！

因此，破除对完美婚姻的神
话，老老实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和真实的另一半，共同学习成长
吧！

33..爱的承诺爱的承诺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承诺关

系，一种基于爱的承诺。而这种
承诺首先来自对自我的肯定及
信任。时下都市里流行的"恐婚
症"，表面是对婚姻的恐惧，其实
是对自我的不信任和不确定。
信任别人需要很大的勇气，还要
冒险。

通知：爱问稚云更名为双赢
调解

下期通知：失恋女孩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