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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另一半
也請希望別埋葬
自己的世界

7 個成熟女生獨有的愛情治癒術
比起成熟穩重的男人，孩子氣的他可能缺乏周全，讓你常常氣得跺腳抱怨。但其實這樣的男
生可以帶來不同的相處方式，他可能會講一些可愛的笑話逗你開心、做一些不需要花大錢卻浪漫
的小動作，他的燦爛笑容會為你帶來不同的能量。這一切都均讓成熟的你心花怒放。
但畢竟你是較成熟的那一位，你擁有成熟女生獨有的愛情治癒術，以下這些原因，證明這樣
的你，可以帶領他變得更好。
你並駕齊驅，更加匹配。如
果你的英文流利，他會許會
想要參加讀書會，提升自己
的外語能力；又或是你習慣
閱讀，久而久之，他也會被
你感染，開始喜歡書本，他
就在無形之間和你一起進步
。

5.你能給他滿滿安全感
你的心已經相當穩定，
只要你認定眼前這個人，去
夜店或酒吧只是放鬆身心的
下班休閒，你不會和其他人
有逾矩的行為，因為你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麽，而你也過
了到處和人搞曖昧的年紀，
做好你想做的事情才是人生
的第一位。因此他對你不需
要擔心太多，只要你夠愛他
。

6.你讓他知道圓滑的重
要性
1.你會為你們的感情關係找到平衡點
他也許習慣對任何事保持輕鬆的態度，不管
面對什麽事情都很隨興，吵架時，就不顧一切的
說氣話，讓關係進入冰點。而你則能在相處的過
程中，慢慢地讓他瞭解應該在什麽場合維持穩重
，當發生爭執，不管多麽憤怒，也不能講出傷害
彼此的話，這些都會在一次次的事件中，潛移默
化的改變他。
而也許你已經忘記怎麽撒嬌，他則能讓你喚
回內心小女孩的一面；不用送貴重的禮物，他的
熱情就能讓你融化。你們的感情關係會找到平衡
點，往中心靠近。

2.你會使他想要學習獨立
獨立式成熟女生最性感的特質之一。你的自
立自主，讓習慣與他黏在一起的小女生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男友對你而言是分享生
活、互相陪伴的心靈物件，不需要仰賴男友，自

己就可以過得很好。這樣的你，會讓他覺得自己
應該更獨立，變得更強壯、成熟。以前沒有自己
做過的事，因為你，會想要強化自己去做到，例
如：學會下廚。他也會懂得，愛不是黏膩的相處
，而是心理上的強力支柱。

3.你會鼓勵他拓展人脈
更成熟的你深知人脈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兄
弟們在一起固然快樂，但的確需要騰出一些時間
，參加社交場合，答應赴公司主管的約，通常他
們對這樣的飯局只會覺得無聊、厭煩，你理解這
件事的重要，不會亂吃醋，因為這些邀約可以讓
他認識對自己未來有説明的人，你會鼓勵他去做
，培養人際關係，為他的未來著想。

4.你會讓他想要把自己變得更好
你已經經歷很多事情，在各種人生歷程上將
自己精練的更臻完美，他在你的身邊，看著這樣
的你，會萌生想要讓自己更好的念頭，希望能和

對於血氣方剛的男孩而
言，圓滑對人有時候並不是
那麽容易，然而你深知人生中還有許多困難在前
面等著，有時候一時的情緒失控，會對工作、友
情造成無法挽回的影響，你陪伴在他身旁，當他
遇到什麽事情徵詢你的意見，你可以提供他最柔
和的處理方式，溫柔地讓事態兩全，而不是第一
時間的逞兇鬥狠。

7.你能讓他學會面對失敗
失敗對於他們來說往往較難以承受，滿腔熱
血被狠狠澆熄，的確非常難受。而你也懂得這種
樂觀付出，卻什麽都沒有獲得的失落感，但你能
以過來人的身分，給予建議，並且以同理心的角
度安慰他，讓他感到好受一些。而你也知道，這
樣的失敗在人生不會少，生命的挑戰何其多，因
此他會慢慢懂得面對失敗，而你就是他身邊最大
的得力助手。

擁有一段真摯的感情是值得慶倖的事
，但是如果因為兩個人在一起，無論好壞
必須要改變現狀，迷失自我。那麼這樣子
的感情，又是何等的折騰呢？所以無論你
有多愛對方，記住這一點，即使你有了另
一半，也請你不要改變以下這七件事。

1.與朋友的互動
有了另一半以後你還是可以按照以往
的頻率和朋友見面，畢竟誰規定一定要天
天和自己的伴侶黏在一起。或是有時候你
們剛好就是需要一點個人空間，如果有了
另一半而不好好經營友情，在你需要的時
候可能都還找不到人傾訴。

2.你的原則
如果你不喜歡喝酒，或是平常飲食習
慣比較清淡，那麽就保持下去，不必刻意
勉強自己接受。有了另一半的時候，你會
需要他尊重你認為你在做對的事情，而不
是嘗試改變你。

3.你的穿著
除非你想，不然你也不用每天想著要
穿什麽來取悅自己的另一半。穿自己想要
穿的衣服，讓你感到方便、自信、舒適，
真正愛你的人不會因為你今天穿了什麽而
改變對你的感情。

4.你的飲食習慣
不用因為對方不喜歡什麽東西你也跟
著不吃，或是想要減肥比以前少吃了很多
。對方可能會因為你的外表而喜歡你，但
是真的能讓感情持久的是你的內涵，如果
你的另一半在乎你的外表比內在多，那麽
你也不用浪費時間。

5.正視自己的缺點
情人眼裡出西施這一句話說得對，
但是你也不能讓自己的另一半把自己洗腦
，告訴你你是這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你知
道自己的缺點，也知道這些缺點要改進才
是最重要的。不能因為有了另一半就覺得
自己多麽優秀而不知進取。

6.自己的好心情
生活中難免會碰到一些低潮期，有另
一半可能可以讓你在低潮期的時候有個人
可以依靠。但如果這個人帶給你的低潮多
過於他帶給你的快樂，你需要認真思考對
方繼續在你的生活中留下的必要。

7.你的生活重心
談戀愛的時候切記不能把對方當成自
己的全世界，從此生活裡的一切都繞著他
轉。在遇見對方以前，你有你的夢想、你
的工作和你的許多目標，你不會因為一個
人的到來而不吃飯不睡覺，同樣的，你的
生活重心也不應該有轉變。

有照片和錄音 不能證明老婆有外遇？

海文（化名）與張亞（化名）經人
介紹認識結婚，婚後生育一子。結婚之
初，海文和張亞的感情還比較穩定，可
自從孩子出生後，關於孩子的照料、教
育問題，他們二人卻常常發生爭執。
有照片和錄音 不能證明老婆有外遇？
案情介紹 海文（化名）與張亞

（化名）經人介紹認識結婚，婚後生育
一子。結婚之初，海文和張亞的感情還
比較穩定，可自從孩子出生後，關於孩
子的照料、教育問題，他們二人卻常常
發生爭執。張母表示自己還有工作，沒
有時間幫助兒子兒媳帶孩子，對此海文
也非常不滿，一氣之下海文搬回娘家居

住，偶爾自己回到與張亞的家，而孩子
卻一直在海文的娘家生活。張母想看孫
子的想法也總是被海文拒絕。就這樣，
一家人的關係也越來越劍拔弩張。由於
海文經常回娘家居住，張亞便懷疑妻子
有外遇，他的猜疑也令海文非常反感。
最終，海文提出兩人感情不和、缺乏信
任，起訴離婚，請求判令兒子由自己撫
養，張亞支付撫養費。
庭審線上 張亞表示，他與海文有
十幾萬的存款，這應該屬於共同財產，
他要求分割 5 萬元，並且撫養孩子，海
文依法承擔撫養費。如果海文同意這樣
的條件，那麼自己就同意離婚。張亞提
供了一些證據，包括海文與其他男子的
照片，以證明海文在夫妻關係存續期間
有外遇。還有一份錄音，證明海文曾經
承認有存款十余萬。
海文表示，這些照片都是假的，自
己根本沒有與照片中男子拍過照，這是
合成的照片，而且錄音中的內容也聽不
清楚是誰在講話，這不能成為證據。由

我是處男她不是處女，
我該如何克服處女情結
本人 26 歲了，曾經也交過一個
女朋友，但從未發生性過關係，並
不是不想，身體也沒問題，只是本
著負責的態度，控制住了下半身。
理智戰勝衝動，所以到 26 歲了，仍
然是個處男。現在又遇到了一個不
錯的女生，和她曖昧了一段時間了
，想和她繼續發展？
網友問題：本人 26 歲了，曾經
也交過一個女朋友，但從未發生性
過關係，並不是不想，身體也沒問
題，只是本著負責的態度，控制住
了下半身。理智戰勝衝動，所以到
26 歲了，仍然是個處男。現在又遇
到了一個不錯的女生，和她曖昧了
一段時間了，想和她繼續發展？
回復：現在這年代還能找到處
女？反正我的女朋友都不是處女，
曾經有一次機會上處女，但那時高
中，我也是負責人滴 我記得我第一

次也不平衡，
因為我那時是
處男麼，但是
ml 之 後 隨 著 感
情的增加慢慢
就不在意了，
之所以有處女
情節我覺得一
是覺得不平衡
，二是把 ml 看
的太重，每個
成年人都應該
去主動追求性
愛的，不要被
傳統思想完全
束縛，多次的性愛經驗對你們未來
的和諧性生活是有很大幫助的。
相信我你先跟女友做幾次，慢
慢就不處女情節了。（實在不行我
就出個餿主意，你找個小姐破處吧

，這樣至少你們結婚前你也有過別
的女人了,這是下下策~~) 總之現在
我對女友的這方面要求是只要沒有
懷過孕就沒有問題，祝你早日想開
性福生活~。

於自己單方面撫養孩子，產生的生活費
用一直由自己支付，現在手裡根本沒有
什麼錢。
法院審理 張亞提供的照片證據不
能證明其主張，法院不予採信。張亞提
供的錄音證據海文不予認可，且又沒有
其他證據印證，該證據的真實性無法核
實，法院不予採信。法院認為，海文和
張亞共同生活時間較長，婚後感情融洽
，且生育一個兒子，雖因家庭矛盾發生
糾紛，但夫妻感情並未完全破裂，只要
雙方今後注重感情培養，和好有望。為
了家庭的穩定及孩子的健康成長，以不
准二人離婚為宜。
什麼樣的證據法院能採信？
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
證、視聽資料、電子資料、證人證言、
鑒定意見、勘驗筆錄。需要注意的是，
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
的根據。
此外，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
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

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
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
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
按照法定程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
實證據。
當事人提供證據有無期限？
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
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
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
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
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
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
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
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
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
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視聽資料能作為證據嗎？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規
定，人民法院對視聽資料，應當辨別真
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
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兩地分居？這 4 種誘惑
你恐怕難以抵擋
兩地分居的情侶總會面臨著異地戀所
帶來的各種煎熬，但若要細數當中煎熬，
在這 4 種誘惑當前，感情難免容易遭受殘
酷的考驗。
一、金錢誘惑
金錢的誘惑幾乎是最現實且殘酷的，
不為情感而分開，卻為物質而離散。這種
誘惑，怎叫人不唏噓？面對生活中對柴米
油鹽的種種擔憂，這時你能保證遠在他鄉
她在面對房子、車子、票子的誘惑還能無
動於衷？有得必有失，你要獲得，就要付
出代價。異性之間，代價是什麼？你懂得
。
二、生活照顧
單身已婚女人獨自在家要面對著很多
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而你又在天高皇帝
遠的地方。這時他剛好出現，無微不至的
照顧著她的生活，似春風化雨般融化著她
的心，促使她不斷的在心裡把你拿來與他
人對比，越對比越發覺得他人的好，久而
久之投入他人懷抱也是遲早的事情。

三、精神慰藉
在這樣充滿誘惑和壓力的社會環境下
，每當結束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靜之時
，所有在白天不曾有的孤寂和空虛，就會
如潮水般湧來。而你卻不在身邊，她只能
去尋找刺激來熬過這漫長的夜，一些人會
去酒吧借酒消愁，但那只會讓人愁上加愁
；一些人更聰明，選擇上交友網站，比如
上賽客虛擬家庭，她只要在上面進行註冊
，系統就會自動將她推薦給購買了四星級
別墅的男人們，讓她盡情的享受男人對她
的噓寒問暖，讓她的心有所安放。幾次交
流後發展線下情是必然的事情。
四、身體需要
如同男性有性需求一樣，女人也有正
常的性衝動，長期得不到性滿足的女人也
是很恐怖的哦。她雖然努力拿著道德束縛
自己的蠢蠢欲動。食色性也，要做到不亂
於心，談何容易啊？長期分居兩地，越是
壓抑情感就越易發生婚外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