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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的誘惑
哪個年齡女人
最禁不住
出軌的誘惑？

女人怎麼選擇結婚對象
婚姻對於女人來說是人生中的大事
，所以選到一個好老公也十分重要，女
人該怎麼選擇老公?這就來教教你!
1、不要選擇成長環境與你迥然不同的
男人。
自古以來所說的門當戶對確實是有
道理的，城市人與農村人、豪門孩子與
寒室孩子，不是一路人，再怎麼調和都
很難融合。特別是閉塞環境成長起來的
男人，骨子裡的陋習是無法在短期內被
修正的，所以，女生在遇到門不當戶不
對的男人追求時，一定要理智戰勝衝動
，選這種男人做老公，最好要慎嫁。
2、不要選擇缺乏情調不懂風趣幽默的
男人。
缺乏情調的男人通常不是極度內向
就是極度刻板，沒有情趣也不懂什麼叫
浪漫，跟這種男人做朋友可以，話不投
機大不了一走了之。然而，如果選他作
為結婚物件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天必
須生活在很沉悶的環境中，必須忍受乏
味的對話，女人的幸福感就這樣被這種
男人一點點扼殺掉，是不是感到很恐怖
?
3、不要選擇年齡太小與你相差太多的
男人。
女人在有選擇的時候最好別嫁年齡
比自己小的男人做老公，尤其是年齡比
自己小很多的男人絕對不會是一路人。
女人可以跟年齡比自己小許多的男人玩
在一起，也可以品嘗新鮮和刺激，但小
男人充其量只是沒有太多營養的速食食
品，女人在滿足自己的口感和欲望之後
，沒有必要把自己的一生押上。
4、不要選擇性格暴烈跟你不是一路的
男人。
有些女生在陷入愛情之前也知道這
樣的男人是不能選擇的，也是不能失身
於他的。然而，很多女生一旦深陷情海
便智商歸零而身不由己了，她或許將他
的壞脾氣視為很男人，頗具男子漢氣概
，女人會有一種被征服的興奮。只是這
種男人不願妥協很難聽從別人的意見，
註定不能歸順家庭的束縛。
女人怎麼選擇結婚物件 女人結婚物件
的選擇標準
5、不要選擇事業心過重經常忽略你的
男人。
女人大多喜歡有事業有名望的男人
，但是，現實生活中這樣的男人實在是
少至又少，不太可能被自己撞上。而且
，事業心過重的老公通常會為了工作而
忽略家人的存在，忽略妻子的感受，對

於這種男人來講，事業才是他存在的價
值。因此，事業型的男人往往是表面風
光而實現生活中不實用。
6、不要選擇沉迷網路遊戲無法自拔的
男人。
有些男人事業一般，工作也沒有太
多優秀，反倒是業餘愛好很多，而且還
都樣樣精通。跟這種男人做朋友在一起
玩或許會很開心，生活也會很充實，或
許能給你帶來美好的回憶。只是婚姻是
需要經營也是需要責任和付出的，跟這
種把人生當成遊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絕
對不是正確的選擇，選擇結婚物件並不
是兒戲。
女人怎麼選擇結婚物件 女人結婚物件
的選擇標準
7、不要選擇接受教育程度差距太大的
男人。
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絕對會影響到一
個人的人生觀和事物觀，兩個人的學歷
相差太多，思維方式肯定不一樣，和一
個比自己學歷高很多的人談戀愛，通常
就會感到自己如同一個弱智的傻瓜。而
且，學歷對意識形態、行為習慣、思維
模式影響很大，嫁給這樣的男人你們註
定很難夫唱婦隨。
8、不要選擇對女人沒太多興趣的異類
男人。
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柳下惠
之類的男人，因此，絕大多數男人都是
好色的，然而，也有另類不喜歡女色的
男人，這種男人或是基友，或是同性戀
者，假如一個男人如果不好色，對女人
就不會有興趣，這樣的男人是絕對不能
嫁的。對於女人來講，既可以失身又可
以嫁的男人還真的不多。
女人怎麼選擇結婚物件 女人結婚物件
的選擇標準
9、不要選擇太帥不能給女人安全感的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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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帥的男人通常讓女人沒有安全感
，會讓女人感到他容易招惹是非，招蜂
引蝶，而且，帥哥大多很自負也很自戀
，這樣的男人很難溝通。重要的是在這
個世界上，會有許多女人會莫名其妙地
傾心于帥哥，如果這個帥哥還有那麼一
點才情，絕對會讓女朋友或妻子生活在
提心吊膽之中。
10、不要選擇戀愛經歷太多而且濫情的
男人。
有一種男人，視身邊的女朋友如不
同的風景，換女朋友如同換走馬燈一樣
。這樣的男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
就是感情豐富到了接近濫情，他們的共
性就是只戀愛不結婚，不敢承擔責任。
因此，這樣的男人不懂得責任和擔當，
一旦嫁給這樣的男人，絕對可以懷疑自
己當初的智商。
女人怎麼選擇結婚物件 女人結婚物件
的選擇標準
11、不要選擇不捨得為女友花錢的吝嗇
男人。
勤儉持家和勤儉辦一切事情是男人
應該具備的素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只是一個男人拚命賺錢為了什麼?不就
是為了自己深愛的女人可以生活的更好
一點嗎?為喜歡的女人有花錢衝動，說
明你在這個男人心目中有位置，他在乎
你。而如果他總是算計值不值得為你花
錢，這樣的男人絕對不能做老公。
12、不要選擇缺乏孝心不懂尊老愛幼的
男人。
如果你認識的這個男人一直跟自己
的父母關係不好，甚至逢年過節都不會
想到回家去探望父母，那麼，這樣的男
人一般缺少愛的細胞，只接受別人對他
的愛而不懂如何回報愛，選擇這樣的自
私男人做老公，你必須要做好只付出愛
而基本上得不到愛的回報的心理準備，
否則，還是算了吧!

結 婚 10 年 ，
夫妻無論在外形上
還是為人處世上，
都變得與結婚時差
別很大，兩人個性
、人生觀、金錢觀
、對待教育孩子的
態度、處理壓力方
式等各方面的差異
均會在這一時期毫
無保留地暴露出來。

比男人更有條件出軌。
有調查顯示，夫妻雙方因在
瑣事上溝通不暢而最終離婚的占
離婚總人數的兩成。多年婚姻積
累下的柴米油鹽問題，成了最傷
人的利器。

結婚 10 年，夫妻無論在外
形上還是為人處世上，都變得與
結婚時差別很大，兩人個性、人
生觀、金錢觀、對待教育孩子的
態度、處理壓力方式等各方面的
差異均會在這一時期毫無保留地
暴露出來。

婚姻頭 3 年是磨合期，第 7
年是危險期，10 年後是倦怠期。
40 歲男人、37 歲女人的婚齡
普遍在 10 年左右，在最初的兩
三年內大家處在磨合期，尚懷包
容之心;六七年時都知道很危險
，所以懷有謹慎之心。

大家總是在說男人出軌，其
實女人也在出軌。並且，在某個
年齡段的女人最容易出軌……
不管再甜蜜的婚姻，經過時
間的沖洗之後，難免對到疲憊期
，我們都在議論男人的出軌問題
，其實，女人也在出軌，並且，
難免會遇到疲憊的時候。大家總
是在說男人出軌，其實女人也在
出軌。並且，在某個年齡段的女
人最容易出軌……

到了 10 年以後，大家都覺
得對方就像自己的左右手，以為
親情已經取代了愛情，所以以前
不成問題的小事也會拿出來吵鬧
一番，小爭吵多了，非常傷人。
再加上結婚 10 年，夫妻無
論在外形上還是為人處世上，都
變得與結婚時差別很大，兩人個
性、人生觀、金錢觀、對待教育
孩子的態度、處理壓力方式等各
方面的差異均會在這一時期毫無
保留地暴露出來，這其中任何一
個問題都足以讓婚姻癱瘓。

那麼，男人和女人分別在哪
個年齡段最容易出軌呢？
新加坡家事及少年司法中心
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夫妻關係在
丈夫平均年齡 40 歲、妻子平均
年齡 37 歲時最易出問題，離婚
率也相當高。

朱教授說：“婚姻時間越長
，對彼此越習慣，就越容易忽視
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感情於是漸
漸淡漠下來。”

十多年的共同生活，磨合期
早就過了，為何還逃不了婚姻危
機？我們今天可以探討一下。
生活瑣事積累成怨：在男人
40、女人 37 歲這個年齡段中，夫
妻貌合神離的現象很普遍。女人

對此朱教授認為，無論有什
麼問題，夫妻雙方都應坦誠溝通
，回避問題不是解決方法。

婚後如何保持新鮮感
婚姻是一幅畫，觀看的距離太近
，太遠，幸福指數都不高，只有站在
適當的距離，才能看到你要的幸福。
但當時間長了，婚姻的熱烈不再，婚
前婚後的感情截然不同，除了責任更
大外，一段健康快樂的關係如果沒有
共同花心思經營。
婚姻是一幅畫，觀看的距離太近
，太遠，幸福指數都不高，只有站在
適當的距離，才能看到你要的幸福。
但當時間長了，婚姻的熱烈不再，婚
前婚後的感情截然不同，除了責任更
大外，一段健康快樂的關係如果沒有
共同花心思經營，即使愛得再深還是
會被生活上的大小瑣事消耗殆盡。那
麼，要如何保持婚姻的新鮮感呢？

一、每天必做的小儀式
有些小儀式你可以每天都做，像

是每天早上或是回家後替對方倒杯水
，或出門上班前一定要 kissgoodbye，
或是像點影《尋找快樂的十五種方法
》裡女主角總會替男主角剪指甲一樣
，創造出你們兩人間默契的小儀式，
這絕對是可以穩固感情的小方法！

二、一起嘗試新鮮事物
假設放假沒有時間可以花一整天
兩個人去走走，那就花個中午或是 2、
3 個小時也好，一定要找機會享受兩人
獨處的時光，無論是一起去壓馬路、
或是一起去新開的餐廳吃飯、一起去
遊個泳、一起看場剛上映的電影，任
何可以一起嘗試的新鮮事物，都是讓
婚後的感情維持熱度與新鮮感的方法
。

三、一定要讓對方知道你很關

心他/她
隨便找個地方(廚房冰箱之
類的)貼上一張便利貼，時不時
寫下“記得吃早飯”、“冰箱裡
有你愛吃的水果”、“今天有風
記得帶圍巾”等這些話，這樣做
真的很貼心。同時也提醒彼此，
我們就算再忙，也有能力去愛對
方，這樣的幸福感是會持續蔓延
的。
有沒有想過？其實這些行為早讓你在
微信上變得不受歡迎

四、多跟對方做親密的小舉動
很多親密的小舉動反而更能增進
夫妻感情，比如時不時摸摸彼此的頭
髮、親一下他脖子、睡覺的時候樓住
對方、回到家見到彼此時緊緊的擁抱

，這種透露出愛意的小舉動千萬不能
少。

五、每天睡前享受二人世界
每天工作告一個段落了、家事做
好了、小孩去睡了，你們終於辛苦撐
到一整天的休息時刻，不妨兩個人一
起坐在沙發上好好放鬆的喝一杯吧。
至於那一杯是什麼，什麼都可以！一

杯啤酒、一杯紅酒，喝點東西聊聊天
，互相分享一下今天生活上的小事，
更新一下工作、朋友之間的狀況，絕
對是夫妻間最珍貴的時光。
生活可能很忙很辛苦，所以婚後
花些心思在這種生活的小事上就顯得
更加重要，兩個人在一起幸福才是關
鍵！

紅顏和藍顏之間的關係
紅顏知己：對男人而言，指
那種比朋友多一點，比情人少一
點的關係。在他眼中，她是完美
的女神。但是只能維持在這個距
離。
紅顏知己：對男人而言，指
那種比朋友多一點，比情人少一
點的關係。在他眼中，她是完美
的女神。但是只能維持在這個距
離。
藍顏知己：對女人而言，指
那種比朋友多一點，比情人少一
點的關係。在她眼中，他是知心
的大哥哥，什麼都能向他傾訴。
但是也只能維持在這個距離。
紅顏知己相信這樣一句話；
真正的愛跨越生命的長度，靈魂
的廣度，能以各種形式存在，
這個世界上，男人最需要的
，除了一個老婆，還有一個紅顏
知己。
做紅顏知己最重要的是恪守
界限。
當你臥病在床與痛苦激戰的

時候，拉著你的手慌張無措淚流
滿面的那個人必是老婆。她怕你
痛，怕你死，恨不得替你痛，替
你死。她哭哭啼啼。癡癡纏纏，
讓你感動，讓你心靈難安。而紅
顏知己不。紅顏知己不哭，她只
是站在床頭，靜靜地凝望著你，
閱讀你的心靈，然後用她的口她
的眼她的心告訴你她知道你痛在
何處，她理解你，願為你默默分
擔，讓你靈魂不再孤寂，令你欣
慰。由此可見二者的本質區別了
：哭，是因為愛你；不哭，是因
為懂你。
一個男人，假如生命中有一
個刻骨銘心愛你的女人，又能有
一個心有靈犀懂你的女人，夫複
何求？
紅顏知己全是些絕頂智慧的
女孩，她們心底裡最明白：一個
女人要想在男人的生命裡永恆，
要麼做他的母親，要麼做他永遠
也得不到的紅顏知己，懂他，但
就是不屬於他。

給他適可而止的關照，但不
給他深情，不給他感到你會愛上
他的威脅，也不讓他產生愛上你
的衝動與熱情，這是做紅顏知己
的技巧。
你出門遠行，音信全無，而
前往地有重大自然災害發生，紅
顏知己心有牽掛，多次撥電話，
但每次均打不通，因為你關機。
待你漂泊夠了，蓬頭垢面地站到
她面前時，她只是盈盈地笑問：
“好久不見，玩得開心嗎？”她
不會提及她的牽掛、她的憂慮，
永遠不會提。她知道提那些東西
不是她的事，她不想愛情，只想
友情。她就像一個頑皮的勾魂鬼
，一隻眼睛對著你就那麼一擠一
眨，便把你身上所有的男孩的那
部分淘氣、熱情、活躍的分子勾
了出來。在她面前，你惟有投降
，無路可逃。
實在也是不能逃，不想逃。
通常情況下，老婆是傾訴者
，而紅顏知己則是聆聽者。她也

許是溫柔的可人兒，也可能像豪
爽的哥們兒，在她面前男人可以
是倦鳥是浪子，可以疲憊、孤獨
、無助、逃避、怠惰，而她是能
接納你的黑夜，給你安靜，做你
恢復能量的空間。
如果說老婆是太陽，情人是
月亮，那麼紅顏知己則是星星。
太陽月亮有疲倦的時候，星星卻
沒有，它閃閃爍爍若即若離，甘
於寂寞卻又燦爛而長久。
無論你在別人面前多麼地高
高在上，不可仰視，在紅顏知己
眼裡都只有尊嚴沒有威嚴。她能
穿過層層面具，如入無人境地走
進你的心靈，用一種你與她都懂
的語言來和你進行靈魂的對話與
交流。
故能做紅顏知己的必是女人
中的精品。
而能擁有紅顏知己的也必是
男人中的智者。
紅顏知己其實是人生的三種
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