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男女之間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

Thursday Jan 10 2019

如何走出被親密的人背叛的痛苦？

翻起臉來不認人
愛撒嬌的老公

在背叛發生之後，
對於被背叛方來說，無
疑是個致命的打擊。痛
苦之深的地方在於，它
令另一方無法再相信親
密關係。發現背叛的那
一刻，基本可以打破所
有的信任，在事情發生
時，對於無辜的一方會
陷入到恐慌之中，天昏
地暗於生命裡曾經最信
任的那個人竟然以這種
方式來拋棄自己。於是
，除了保護財產，惶恐
地處理自己事情以外，
大腦可能早已無法轉動
了。這個階段充滿了憤
怒的感覺，甚至殺了對
方的心都有。
並且最擊碎一個人
信任感的就是自己的愛
人與自己另一個親密好
友出軌到了一起，在你
信任的世界突然天崩地
裂，刹那間你發現你的
一切隱私都成了他們恥
笑的話題，你的所有資
訊成了他們利用你的證
據。於是，你成了三人
關係中的那個棄兒。
在這個階段，通常
你會和很多人說你的冤
情，但無論怎麼說，自
己內心的憤怒與悲傷卻
是無人能真正理解的。
我的好朋友曾告訴我，
在剛剛知道被背叛時，
一方面用工作來麻木自
己，但晚上一個人的時
候，卻無法回避的憂傷
，於是她經常在夜深人
靜的時候痛哭。一方面
痛恨自己的另一半，但
一方面又會苛責自己，
為何如此愚蠢，直到最
後才知道?

在後面的時間裡，同樣也是折磨的過
程，面臨離婚，即使聘請了律師，但自己
依然要處理這件事情而不得不要面對那個
傷害自己的人，即使憤怒，痛恨，但依然
還要坐下來一起處理這些麻煩的問題。並
且，即使你想好了分手，對方未必和你想
法一致，在財產，孩子等諸多問題上和你
爭奪，這就是你內心的一劫，無法避免，
只能接受。
這是一個令人感到無比慘烈的過程，
並且還將在未來的時間裡消磨你很久，或
許一年兩年，也許更長久。在這個階段結
束後，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你快速投入
到新的關係裡，期待能迅速擺脫，當然這
個結果並不樂觀;另一種是你從此不再信
任任何新的異性，或者說新的親密關係。
以上兩種結果，看上去都不怎麼舒服
。但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地理解自己，慢慢
地從這樣的關係裡活出來呢?
一、有個關鍵點：“你是否願意打破自己
的幻想?”
在很多親密關係之所以成為婚姻，因
為它承載了太多我們關於自己缺失的幻想
。當你對自己容貌有自卑時，會想找到一
個容貌漂亮的人來滿足自己內心;當你覺
得自己智商不夠時，會想找個大腦發達的
人來和自己匹配;當你物質匱乏時，會努

結婚 3 年多了，3 月 12 日那天晚上
，又因為我在照顧孩子時候，說：醒了
這麼多次，還不睡，累死我啊。老公聽
見了，睡不著了，4 點多和我說吵到天
亮。孩子 2 歲 4 個月多了，男孩。一直
跟我睡。老公說我就會給孩子說難聽的
，嚇唬他，說我下班回來就沒有好聽的
話，哄孩子都不會。他自己越說越氣，
越說越氣，連著 3 次直接掀開我被子，
說他睡不著，全怪我。我沒有結婚前溫
柔，結婚前好。變了很多。說我們溝通
少，他和孩子玩我從來不參與。
我說，你們玩的時候，我在刷碗，
給孩子洗衣服。他說沒事了你就看手機
，你不會別的啊你就是現在條件好了忘
本!跟你媽學的，越學越像，就會教訓
人。還說：你身為媽媽，不就應該照顧
孩子嗎，誰生的。孩子怎麼喜歡我啊，
他要不是吃你奶長大，他會一直跟我的
，你信不信。
我心裡有話，但就是堵得慌。我們
都是上班一族，家裡有奶奶看小孩。我
努力做個好媽媽，男孩想多嚴格要求要
求，說嚴格其實最多說說，語氣重一點
，有他這樣的爸爸，我是如何都教育不
全面的。我跟老公說，我對你的好，你
都看不見，我的缺點你記得清清楚楚。
我買菜全買，幫孩子奶奶做飯，做家務
。

力找個令你衣食無缺的人來滿足你。
但是，這將是一個有意思的開端，因
為帶著這些走入婚姻時，你將沉浸在自己
的幻想裡，卻無法看到對方這個人了。就
如同一個人內心覺得自己娶到一個美貌如
花的妻子了從此就可以幸福過下去了嗎?
但這只是他的單純幻想，因為這個妻子究
竟為何要嫁給他，原因在哪?他已經無法
再思考了。
就像一個平凡女人嫁給讓自己聰明能
幹的丈夫，從此就能過上平淡幸福的日子
嗎?也不一定，因為那個男人為何要娶她
，一些現實原因她還能有功能思考嗎?
在諸多親密關係裡，都是在我們內心
世界裡上演的一齣戲，你做主角，還做配
角，還是編劇和導演，但你忽略了婚姻這
齣戲，不僅有你，還有另外一個人。你真
的瞭解對方的真實想法嗎?
二 、婚姻是考驗一個人依戀程度的關係
，但它無法彌補你內在的缺失
很多人有一個幻想，就是婚姻的對方
能否接納自己所有內心的不足。但也許現
實層面的需要也許對方能夠滿足，但對於
你內心深層的需要，對方真的無法全部滿
足。有時缺錢可能可以彌補，但關於愛這
部分可能就對方無能為力了。畢竟對方並

老公說你說的這些是你應該做的，
我沒有覺出你對我的好來!我常想是不
是結婚時間長了就覺得對方哪都不好了
?老公吵起架來，他睡不著，別人也別
想睡。把話說清楚了再說，你到底是怎
麼想的，怎麼就不再溫柔點，對孩子對
他有意見?不想過了啊。
他這樣的脾氣我瞭解得很，他居然
還說到我媽，我急了。請他閉嘴，說他
沒大沒小，還輪不到他說老人家。老人
家再有缺點，也不應該去說，更何況，
這麼小的事，吵成這樣，我不知道我這
樣請大家看，多少人會心裡暗笑!老公
沒有外遇，下班就回家，孩子氣重，對
孩子心疼有加，說怎樣就怎樣。對我也
很好，我早上沒有斷過牛奶，愛吃速食
麵，他記得給我買，吵起架來一點情面
不留。
兩人兩眼睜到天亮，他突然又抱我
，說別吵了，他傷心，好好的週末不過
麼。傷心啊傷心，眼淚嘩嘩的，我如何
是好，不能輕易 LH 說出口，我的孩子
還小，還小，我得給他完整的家。是這
樣的人性，是這樣的性格，太軟我做不
到，太硬，硬碰硬我倆兩敗俱傷……心
裡是苦的，很苦澀的……
老公 31 歲，大我 3 歲，自孩子出生
，婆婆正好就生病住院，我媽來伺候月
子，老人給孩子綁三角巾，老公就閑我

非心理諮詢師，他不一定能理解你內心的
需要，好像做不到恰如其分地共情到你內
心的痛點。

：在榮格論述集體無意識一詞時，原意即
是最初的原型，所有與之類似的事物都模
仿這一原型。

三、兩人的關係出現問題，依然需要兩個
人共同面對

他總結出四種基礎原型其中一種就是
：陰影。陰影部分描述了我們自己內心深
處隱藏的或無意識的心理層面。陰影的組
成或是由於意識自我的壓抑，或是意識自
我從未認識到的部分，大多是讓我們的意
識自我覺得蒙羞或難堪的內容。它很可能
是一切原型中最強大最危險的一個。陰影
除了包括從道德方面來看邪惡的欲望和觀
念，同時也儲存著創造力、情感、生命力
和自發性。因此，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
好和最壞的東西的發源地。

婚姻中的問題，基本都可以說是各占
百分之五十的責任。一個人面對婚姻裂縫
，這個時候恐慌，不知所措是人之常情。
向親人朋友訴說也是人之本能，但這個時
候，無論別人說什麼，都請相信你們關係
曾經有過的基礎，兩人是否能一起解決，
在保證孩子利益的情況下，用最好的方式
來解決。面對將要離婚的事實，如果都退
行為孩子狀態來抗衡，可能是延長痛苦的
方式，因為你們心中越是對抗，你們就將
更難以分離。走到這一步，為何不能好好
地就此道別呢?
四、無論是否在婚姻關係之內，成長自己
的任務一生都無法回避
親密關係還真成不了任何人想偷懶的
安全島，你想從此一勞永逸過上省心的日
子，基本不太可能。所以關注自己的內心
，反思自己可以改善和成長的地方，也許
這是終身都可以做的。
關於成長，可能我們必須面對的就是
那個“陰暗面”。這裡補充一點理論知識

媽給勒勁大了，說：誰綁的這是，我媽
氣不過，說了我老公幾句，老公從此記
恨住了，我倆吵架凶了，他經常挑頭說
我媽媽，教我這教我那，說我到底和誰
過日子。我媽前後看了孩子有 8、9 個
月，但實在忍受不了老公，每每就氣回
家了，換奶奶來。我就感慨，他怎麼連
起碼的禮貌都不懂呢。
他好的時候像個小孩在人懷裡撒嬌
，不高興地時候就瞪眼睛，連我婆婆他
都說。我婆婆老說他兒子是好心的，就
是說話方式不對。結婚這麼久，老公從
不主動去我家，別提過年回家給我父母
拜年了，電話也不打一個，我說過他，
但沒用。
我兒子還小，我覺得我得一直給他
耗著精力對付他這樣的小心眼，這樣的
情況要多久，我能讓他視野開闊點，真
心想想別人嗎，我的態度應該是強點，
還是弱點呢?老公懷疑我的用錢，買東
西嫌買貴了，神經起來把能消費購物的
卡，全從我包裡拿走，全不顧我的感受
。並說那全是他的，他拿就拿。老公沒
有父親了，在他上大學那年就去世了。
老公很聰明，上學時候不費力氣，成績
就數一數二，他母親常常自豪的說。但
工作了，這個人際關係就基本沒有什麼
發展，幸虧搞技術的。
他媽媽也挺不容易的，買房時候我

們首付了 20 多萬，我老公自己有 15 萬
，他媽賣了老家房子連積蓄出了幾萬，
我家父母姐姐出了 4 萬，說好，我們還
完貸，寬裕了還姐姐 2 萬，他們也不富
裕。其實我們早就還完了，老公說姐姐
要就給，不要就不給，我想給父母 1 萬
左右養老錢，覺得跟老公商量還是沒有
用，反而加深他對我家的意見。我想自
己攢錢自己給，您怎麼看。老公比我掙
得多多了，比如他有 10 萬，我才有 1 萬
。
回復：
你很不幸，你嫁給了一個晚熟的男
人，他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做丈夫的心
態，更別說做父親的心態了。最糟糕的
是，你無法駕馭他，你現在之所以感覺
很累，孤單無助，是因為他在你面前就
是個小霸王，他在你面前撒嬌你要哄著
他，他在你面前為所欲為你要容忍他，
他非常情緒化，沒有責任感，對你有非
常強的依賴心和佔有欲望。
而你，也是晚熟的女人，你竟然還
崇拜他，我告訴你，他現在賺錢賺得再
多你也不用歡欣雀躍，因為他的發展是
不穩定的，錢來得快去得快。你說“老
公比我掙得多多了，比如他有 10 萬，
我才有 1 萬”，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
號，經濟不獨立，手上沒錢，會給你帶
來很大痛苦。

通俗來講，也就是說當你成為“永遠
的好人”、“道德制高點”時，其他人就
會做那個“壞人”，“欺負你的人”。我
們只有接觸並與自己的那部分和解，理解
為何自己的攻擊無法表達的原因這才是自
己內心真正的成長。
婚姻，因為兩個人相愛而走到了一起
，但如何更好地走下去，卻是一門學問，
一個需要不斷修煉自己的過程。
可以偶然撒嬌，但終究沒人能像媽媽
呵護嬰兒一樣地滿足、照顧我們了。

你要看清你老公的本質，他這樣的
老公是永遠不能依靠的，你越早獨立，
包括精神和經濟上的獨立，你才能越早
脫離險境。趁你老公現在還需要你，你
就可以規範他，和你婆婆一起，做一個
你們生活的詳細規劃，具體到怎麼帶孩
子，誰帶孩子，什麼時間是做愛時間，
什麼時間是陪他玩的時間，遵守規則怎
麼獎，不遵守規則怎麼罰，這樣的規則
看似很荒唐，但對你的老公會有效，能
起到控制他的作用，使他不那麼情緒化
，而對你也有用，能讓你知道自己每天
到底要幹什麼，不至於亂了手腳。
你老公這麼不成熟，就要求你成熟
，有智慧有手段，承擔更多，所以你必
須俯視他，你不能把他當一個正常的心
理成熟男人來對待。你要知道，一個正
常妻子在老公面前享受的權利你是沒有
了，你在他面前不能抱怨，不能情緒化
，因為你發脾氣的結果就是他給你更大
的氣受，你會更累更煩，你在他面前只
能永遠理智，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從家庭
利益出發的，永遠都是有理的，他抓不
住你的小辮子，也就不能對你為所欲為
了。如果你婆婆是個有頭腦的人，你就
可以聯合她，向她請教和你老公相處的
方法，遇到事情，有她幫著你，你的日
子會好過一點。只有當你能駕馭你老公
的時候，你的婚姻才會是和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