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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妳的女朋友無理取鬧時
她究竟想要什麼
小作怡情，如果女友的無理取鬧
無傷大雅，作為男人來說要心胸開闊
一些，多給點包容，適當哄哄她，就
會天下太平嘍！
在愛情中，有一種真實叫做任性，一
種因為某種關係存在所以有恃無恐的任性
，這種任性並不是小打小鬧的小孩脾氣，
而是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的所有缺陷對
方就應該完全包容，而自己不應該改變。
因為這就是真實的自己。這種任性存在很
多的情侶之間，就像一個魔咒，讓很多人
無法自拔。就像這兩天微博裡的熱門話題
——#女生無理取鬧的時候#，作為妹子身
邊的男人來說，你是不是深有感觸？
很多網友都說，“女生無理取鬧的時
候其實自己內心都清楚這麼做是挺無理的
，但女生就是這樣，喜歡通過一些小事來
證明，即使她錯了，你也會讓著，這對你
來說，也許是沒事找事，可對她來說，你
是她想嫁給的人，那時她是要離開父母的
呵護從此跟隨在你身旁，現在僅僅還在戀
愛你就不願讓步，那未來何以託付終身。
”
前不久正好在百度貼吧上看到有一個
“我們就喜歡折騰男朋友吧”！
小組介紹：其實我們很愛我們的男朋
友。其實我們很寵我們的男朋友。但我們
就是喜歡折騰我們的男朋友。看著他被我
折騰的委屈樣子就覺得他可愛的不得了。
可見這一類型的女人不在少數，短短
幾行介紹，也道盡了她們的心聲。她們中
大多有一位性格脾氣好，善良愛她的男友
，遷就她，溺愛她，女人總是擅長欺負那
位最疼她的那個男人，仿佛吃定他會原諒
她，寬容她……能夠這樣折騰男友的女人
是開心的，只是被折騰的男人們可憐了，
也不容易堅持不懈。
我們把她們這類女人叫作女（作讀
zuo 一聲），上海話中，把那些不安分守
己、有違常規、自不量力、無端鬧彆扭等
行為稱為“作”。喜歡“作”的女人不安
于平凡平淡的生活，渴望激情與刺激，最
突出的表現是愛跟親密的人無端鬧彆扭，
不管伴侶怎麼努力，就是猜不准她的心思
。
林黛玉是傳統“作女”的傑出代表之
一，而如今都市“作女”青出於藍，將
“猜心”遊戲玩得爐火純青。有人以“作
”來尋開心，有人卻以此作為心理救贖。
“作”是女人天性之一。女性說話愛繞彎
子，愛使小性子，愛幻想，追求趣味，而
不像男性那樣直接、現實。對於現代女性

而言，“作”既是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
通過“作”來獲得異性更多的注意和關愛
，也是給自己解壓、為生活增添情趣的辦
法之一。
“作”得過火或因童年經歷，會導致
兩性關係緊張。但時常“作”過火，則要
警惕“作”中隱藏的心理問題，尤其是童
年經歷留下的陰影。
有些女孩子為了讓男人表現出有多愛
他，於是製造出很多蠢事來讓男人表明。
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說分手，其實偶爾的無
理取鬧那叫耍可愛，事事無理取鬧那叫怨
婦。沒有一個男人喜歡怨婦。

對“作女”的兩類控訴
亂發脾氣
有人的反應總是慢半拍，而你恰恰相
反，是那種一觸即發型。因為男友對你著
裝的一句過份評價，你會立即在大街上甩
開他的臂膀，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想拼命
找地洞。在你的情緒陰晴表上，晴轉多雲
短時陣風有時陣雨的居多。
如果說偶爾的嬌嗔還可以增添幾分你
的可愛，那麼請相信，沒幾個男人會受得
了你習慣性的發飆。至少有十大理由，可
以向情緒化愛流淚的你解釋為什麼不要亂
發脾氣：有傷肝敗胃說，催老折壽說，影
響工作說，親和力下降說，女人味流失說
，有損形象說……
人生本來就是喜怒哀樂，發脾氣是一
種正常的現象，但亂發脾氣顯然是性情不
成熟的表現。
任性自我
打從小女孩開始，你不用教就學會了
吵著要吃雪糕要買新衣服
，長大了，你還是這樣。
週末男朋友要是沒陪你過
完逛街癮，你也不管他是
要加班或是公務應酬，一
個字：鬧！敢違背本姑娘
意志？敢不服本小姐命令
？敢不聽姑奶奶的話
？……行了，你還是打住
吧。
蠻橫無理自以為是的
女人，不換位思考顧及他
人的女人，甚至專橫跋扈
極度自我的女人，在大家
心目中不可能會是個可愛
的女人。耍耍小性子、發
發小脾氣沒關係，及時打
住就行，男人就煩那種過
度任性的，那種在任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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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中的女人為何易受騙？

揭秘 8 個殘酷真相

合之下都不替對方著想的女人。成熟的意
思裡，包含了懂得尊重他人，懂得怎樣尊
重他人以及心存感恩。

女人小作時 男人多哄哄
小作怡情，如果女友的無理取鬧無傷
大雅，作為男人來說要心胸開闊一些，多
給點包容，適當哄哄她，就會天下太平嘍
！
1、多關心，多陪伴，瞭解女友的真
實需要。告誡女友別玩“猜心”遊戲。做
好溝通安撫工作，讓她清楚自己想要的究
竟是什麼，因為有些“作女”其實並非故
意挑刺，而是她也不清楚什麼樣的反應才
能取悅自己。
2、表達你對她的愛意，讓她相信你
願意拿出誠意解決彼此的矛盾和問題。當
她有什麼需要時不要“繞圈”，說話別
“留白”太多。你不是她肚子裡的蛔蟲，
如果有話請直接表達出來，不要指望男人
去揣摸和意會，那樣交往很累很麻煩，容
易引起誤會也不利於兩人的感情深入。
3、兩人協商訂立“契約”。與其一
味地自責自己不能投其所好，倒不如雙方
事先約定好，直接讓她說明自己所好的是
什麼，慢慢和她成為知音。在你所言不對
她心思時，不妨勸她先冷靜一下，降低期
望值，明示或暗示她你一直在努力，你很
想做得更好。
4、對其不宜一味遷就，要愛而不寵
，如果她“作”得過火，也不要默默忍下
去，而要心平氣和地將自己的疑惑、不滿
表達出來。告訴她頻繁折騰誰也受不了，
希望能夠好好的在一起。

相信你即使在熱戀中，也會知
道自己的青春是短暫吧，女人經不
起幾年的折騰。心裡明明知道，但
卻還是一次兩次甚至多次的上當受
騙，如果你陷在以下幾種戀情中的
話，建議你還是儘快“懸崖勒馬”
，免得虛耗了青春還得不到好結果
。下面小編就為你介紹關於女人戀
愛易受騙的真相。

一、太好強的女性
這類女性通常都力求在各方面
超越身邊其他女性。她們認為明天
要比今天好，後天要比明天好，抱
有強烈的要進步的心理，而且在找
物件方面也絕不能找比自己差的。
無論是學歷，工作單位，還是家世
背景，她們都只會對更為出色的男
性感興趣。這些女性自尊心很高，
讓她們承認被騙了是一件很痛苦的
事。

二、剛剛分手的女性
剛剛和男友分手的女性往往還
保持著和前男友溫情相依的依存感
。這時候如果有男性對他好一些，
她們就會產生錯覺，認為這是“苦
痛分手後命中註定的相遇”。 而且
即使男性不是真誠的慢慢發展，而
只是友好的交往，也會令女性產生
錯覺。

窮光蛋；從小父母就對你管教嚴格
，偏偏你每個女朋友都很隨便；從
小父親就耳提面命，傳香火是最重
要的事，偏偏你的女朋友不是不能
生，就是不想生……如果你所選的
物件，老是令父母生氣，很可能你
只是想叛逆，你覺得一定要證明什
麼來反擊，當你不能控制自己的選
擇，你並不是真心愛對方，這段感
情註定沒有結果。

六、母愛氾濫的女性
對於男性與其說抱有愛情倒不
如說持有母愛，對男友無論什麼事
都能像母親一樣包容。因此男性在
花心事實暴露之時，總可以順勢撒
出各種謊言。這時候這類女性即使
被騙也會認定“只有我能夠理解他
”、“我一定要信任他”，而導致
男性屢犯不改。這種情況延續下去
，只能越來越助長男性的欺騙行為
。

七、對促銷沒有抵抗力的女性

那些經常被“限期特價”、
“最後一天、特價打折”等促銷廣
告吸引消費的女性，據說也具有容
易被騙的特質。當男性說“只有你
是最特別的”“你和其他女人不一
樣”，並強調這種“特殊感”的時
候，她們最易掉入陷阱。而且在迷
迷糊糊上當受騙之後，她們即使聽
三、你愛的是對方的潛力
到物件在外邊沾花惹草的消息，也
你愛的是對方的潛力，而不是
會自信滿滿地認為“他只不過是和
對方真正的樣子，你愛的是對方未
她們玩玩，我才是他最在乎的人”
來可能的樣子，那他根本不是你的
。
伴侶，而是你改造的對象。每次婚
前輔導都會問，如果對方五十年內 八、對方不是自由身
都不會改變，你會滿意嗎？如果你
我把這點留到最後，是因為這
一直希望能改變對方，才覺得比較 根本不能算是感情。選擇終身伴侶
滿意，那就不是愛，而是賭博，用 的第一個前提是——對方是“自由
雙方的快樂當作賭注。
身”。“自由身”就是可以自由和
四、把對方當作崇拜的物件
你交往，沒有結婚、沒有訂婚、沒
年輕的女明星愛上導演、大學 有固定的交往物件、沒有和別人上
生愛上教授、秘書愛上老闆……愛 床、單身，只和你交往的人。
上所崇拜的物件，這種感情很難維
如果你愛上的那個男人答應會
持正常，因為兩人之間無法平等對 早點和另一個女人分手；或是他說
待。男女雙方必須要平等對待，我 他不愛那個女人，他愛的是你；或
不是指地位而是態度，不能過度崇 是他原來的對象接受你的存在，他
拜對方。會愛上所崇拜對象的人， 們不打算分手，但他想跟你在一起
通常自信心低落，他們覺得自己很 一陣子；或是他剛分手，但可能破
糟糕。
鏡重圓……，這些都不是自由身。
別和已婚或有對象的人交往，不管
五、為了叛逆才選擇這物件
是什麼藉口，結果都一樣，你註定
父母老是跟你強調，要找個有
要心碎。
錢的物件，偏偏你每個男朋友都是

對不起，我只和真正喜歡我的人談戀愛
我的朋友、單身十級的思文，最近
叒被表白了。
但是她一點兒都不開心。
因為這個跟她表白的人，有女朋友
。
這個人最早開始對她噓寒問暖、主
動找她聊天的時候，她就知道他有女朋
友，只不過不在他身邊，在國外。因為
大家有工作上的合作關係，她又不能乾
脆了當地把他拉黑，只能偶爾回復他一
兩句。
可能就是這偶爾的一兩句給了對方
腆著臉的勇氣，微信了她一個多月，男
生忽然說，她很漂亮，他很喜歡她，希
望和她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
思文冷笑著問：“你不是有女朋友
嗎？”
男生居然回復：“有女朋友我們就
不能好好相處了嗎？我和我女朋友隔得
太遠了，一直是各過各的，分手也就是
早晚的事兒。”
思文強忍著心裡的一萬句髒話，認
認真真地回答：“對不起，我只和真正
喜歡我的人談戀愛。”
她和我感慨，也不知道她上輩子是
造了什麼孽，好幾年了，經常有這種不
走心的人來撩她。
表面上追她的人很多，出去參加個
聚會都有人直接跑來找她要微信，動不
動莫名其妙就有人加她好友，她問對方
是誰，對方說，“在哥們兒的朋友圈裡
看到你的照片，就冒昧地加你了，想和
你認識一下。”
她和周圍的人說，自從三年前和前
男友分手之後，她一直沒談過戀愛，別
人都不信，“你明明很受歡迎啊。”
思文苦笑，“受歡迎，不代表真的
有人喜歡我啊。”
對她說“喜歡”的人確實不少，但
基本上都是看她長得漂亮；主動找她聊
天的人也不少，但基本上都是空閒了才
找她，看不出有她沒她，對他們的生活
有什麼區別。
有的人和她聊天，問她週末有什麼
安排，她說暫時沒有，對方說，哦那你
週末好好休息，養精蓄銳才能更好地工
作。
有的人和她聊天，問她吃晚飯了沒
，她說加班，還沒吃，對方說，那你加
完班記得吃飯啊，我去打遊戲了，回聊
。
她朋友圈發個生日蛋糕的照片，各

路人馬在底下回復：美女生日了啊，生
快生快。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早就知道今天
是你的生日，太忙了忘了早點兒給你送
一句祝福，美女生日快樂！
但其實那天根本就不是她的生日，
是她閨蜜過生日。她拍了張生日蛋糕，
發了句“祝你生日快樂”而已。
這就是那些口口聲聲說“喜歡她”
的人。他們連她朋友圈發了什麼都沒有
認真看過，他們連她的生日是哪天都不
知道，他們就像例行公事一樣，問她吃
沒吃飯，但實際上她究竟吃沒吃，他們
並不是那麼關心。
“這樣都算是喜歡的話，那喜歡這
個詞，是不是太廉價了？”思文說。
有女生給我講過一個故事。
她是北方人，大學是在南方學校讀
的，畢業後就留在了當地工作，後來過
了兩年，覺得離家太遠，工作前景也不
穩定，就想回北方，在一個離家近的城
市換一份工作，謀求更大的發展。
辭職報告都提了，臨走前兩天，突
然有男同事跟她告白。
男同事言辭非常激動，各種勸她不
要走了，留下來，有什麼困難可以找他
幫忙。
繼而又說，他喜歡她很久了，一直
沒有勇氣告訴她，現在他明白了內心的
感受，希望她願意留在他身邊，和他在
一起。
女生說，她曾經對這個男同事是有
過好感的，覺得他做事很有條理，人也
很溫和，她也不是沒有察覺到男同事對
她的好感，兩個人有段時間還經常一起

上下班、走得很近。
但之前她試探了一下，問男同事對
她是什麼感覺，他說，“就像好朋友一
樣，很安心。”
她慢慢就放棄了對他的想法。
這一次她又不淡定了，心裡很亂，
就問我：“他這樣，是真的喜歡我嗎？
我應該留下來嗎？”
我在心底冷笑：“他要是真的那麼
喜歡你，他早幹什麼去了？”
哦，你要走了，他“忽然”發現了
“自己的內心”，對你表白，那你要是
不走呢？你要是未來幾年都會在這家公
司工作呢？
信不信，他肯定不會對你表白，他
會一直這麼拖著，心血來潮了和你曖昧
一下、關心一下你的生活，但你永遠聽
不到那句“喜歡”？
信不信，你就算真的走了，他也就
傷心難過幾天，等公司來了新的漂亮女
同事，他立刻就會去和新同事曖昧了？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他自己認為的那
麼喜歡你，他只是覺得你好看、或者覺
得你性格好、或者覺得你是個曖昧的好
物件，想讓你一直待在他身邊，填補他
內心的空虛罷了。
他堅持讓你留下來，但這是他的家
鄉，他又不需要犧牲什麼，他想過你留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要付出多少努力嗎
？
那麼“喜歡你”、離不開你，他想
過拋下現有的一切，跟你去你想去的地
方嗎？
沒有，都沒有。
所以，他喜歡的只是他自己，為了

他自己過得開心，他不惜打亂你所有的
未來和計畫。
女生聽完這些，很久沒說話，後來
說了一句，“你們男生真的好難懂哦。
”
我心說難懂嗎？其實我們很好懂啊
，喜歡或者不喜歡，言行舉止很輕易就
能看出來啊。
男生真正喜歡一個女生，是什麼樣
子的？
以前有個男生，27 歲的時候和我
說，他覺得自己老了，沒有談戀愛的心
態了。
雖然也覺得單身有時候挺無聊的，
也會羡慕別人秀恩愛，也想擁有一段屬
於自己的感情，但一落實到實際行動上
，他就會打退堂鼓。
他認為戀愛要照顧雙方的情緒、要
打亂原有的生活、要花時間花精力，太
麻煩。
他認為戀愛的付出與回報經常不成
正比，遠不如賺錢有意思。
他坦言，周圍不是沒有讓他心動的
女生，也不是沒有對他有好感的女生，
但他僅限於偶爾和她們聊聊天，蜻蜓點
水地關心一下她們的生活，不痛不癢地
說些曖昧的話，撩兩把就跑，從來沒想
過要跟哪個好好談戀愛。
他還曾經勾搭過一個身材很好的妹
子，聊了兩個月，有一天妹子說，好像
習慣了每天和他說說話了，不和他說話
的時候，就會想他。
這已經把想法表達得很明確了，按
正常的流程，這時候就應該他主動表白
，然後兩個人幸福地在一起。
但這個男生卻心裡一咯噔，從此開
始有意冷落這個女生，直到女生察覺到
了他的疏離，就再也不找他了。
問他為什麼，他說一想到要認認真
真地和對方談戀愛，他就有種恐懼感。
“我是不是有什麼病啊？”他還問
我。
我說你是挺混蛋的，但歸根結底，
不是你失去了戀愛的能力，是你沒有遇
到你真正喜歡的人。
他一開始不信，說我糊弄他，給他
灌雞湯。
後來過了一年，他 28 歲，又來找
我，說他戀愛了。
他說戀愛之後，才明白我說的那些
話是什麼意思，因為他自己也搞懂了，
什麼叫做“真正的喜歡”。

他主動追的現在的女朋友，他女朋
友並不是美貌驚人，但在認識她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止不住地想和她
說話，想約她出去吃飯看電影，一天見
不到她，就會輾轉反側地想。
她加班沒時間吃飯，他就買了飯送
到她的公司，在前臺心甘情願地等她加
班結束。
她過年搶不到車票，他開車 400 公
里送她回家，再一個人開回來，還強行
說“順路去辦點事兒”。
他找我要了很多追女生用的酸話，
變著法兒地給女生髮，認識兩個月，他
就表白了，又堅持不懈地追了兩個月，
把女生追到手了。
他找盡一切話題和女生聊天，沒話
題了他就去翻女生的微博和朋友圈，看
看她對什麼感興趣，女生有時候忙，兩
三個小時沒有回復他，他就坐立不安，
還要裝出一副他也很忙的樣子，但一有
新消息提醒，他就跟餓虎撲食一樣地抓
起手機解鎖螢幕。
男生真正喜歡一個女生是什麼樣子
的？就是這樣子的。
他不會追你兩天就放棄，不會嘴上
說說喜歡你，然後過一陣子突然開始冷
落你。
他不會在明明有女朋友的情況下和
你聊騷，把你放在進退兩難的境地。
他會通過各種方式打聽你的生日、
你的喜好、你的生活習慣，以便找到和
你的共同話題。
他會抓住每一個和你約會、陪你吃
飯、帶你外出的機會，多瞭解你一些，
也讓你更加瞭解他。
這些都做不到，只是空口無憑的那
一句“喜歡”，沒有任何意義。
而女生也應該有這樣的底氣：
如果你不是真的喜歡我，那請不要
來找我。
如果你只是無聊了來和我曖昧，那
請你離我遠一點。
如果你只是覺得我好看、或者我似
乎容易“得手”，並不是非我不可，那
也請你有足夠的自知之明。
我不可能因為你撩我幾句就和你在
一起，也不可能因為你覺得我好看，就
答應你不走心的追求。
就像我朋友思文說的那句話——
“我只和真正喜歡我的人談戀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