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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揭秘：最讓男性受不了的 4 類女性話題

1、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式
的話題

自誇式話題位元列“最讓
男性受不了的 5 大女性間話題”
榜首，其實自誇式話題也是分
很多種的。例如“誇耀自己時
尚品味好”，男性會覺得“根
本都不知道說這種話有什麼意
思”“品味好不好不是該由別
人判斷的嗎，你自己在那裡炫
耀個什麼啊”。還有“誇耀自
己很可愛”類的話題，男性會
覺得“誇耀自己很可愛的人才
不是真正的可愛呢”“根本都
是自賣自誇，看不出來哪裡有
趣了”。
其他還有“誇耀自己孩子
很可愛”類的自誇，這會讓男
性覺得“也只有女性會做這種
事吧，說到底因為是自己生的
孩子，所以不管可不可愛都會
拼命說他可愛的吧”“覺得女

性一說起這種話題，就變得嘮
嘮叨叨沒完沒了，真是受不了
啊”。
然後還有“誇耀自己戀愛
經驗豐富”，這會讓男性覺得
“這也太輕浮了點吧，身為一
個女人把這種話到處說，真的
好嗎”“這只不過是在說明自
己經歷過很多次失敗的戀愛才
對吧，一點都不值得炫耀”。
最後還有一類是“誇耀自
己很受男性歡迎”，男性紛紛
表示“這種話題也太無聊了”
“受男性歡迎不過是因為你長
得好看罷了吧，用得著到處去
炫耀麼”。
由此看來，男性討厭女性
“自誇式話題”大多是覺得這
些話題“很無聊”。換言之，
男性更加喜歡有趣、有意義的
話題。而女性則不太在意話題
是否有趣或者有意義，而單純

是隨心而言，說自己喜歡講的
話題。看來男女之間的差別真
是不可忽視啊！

2、 大 談 有 關 他 人 的 謠
言
女性聚在一起時，聊完了
各自的話題，就難免會開始議
論他人。開場白往往是“你知
道嗎，最近那個誰誰誰怎麼怎
麼了”，然後便是無休無止的
追問議論和猜測。除了名人緋
聞、社會奇聞等與自己距離很
遙遠的人的謠言之外，女性似
乎還很熱衷於討論自己身邊的
人的謠言，這著實讓男性難以
理解，他們紛紛表示“討論自
己身邊的人的謠言，最後往往
都會變成說她的壞話吧，讓當
事人知道了怎麼想，不是破壞
人與人之間感情嗎”“這種話
題除了滿足自己的八卦心之外
一無是處吧，搞不好還會給人

造成心理上的傷害”。
還有男性覺得大談有關他
人的謠言很無聊，因為“謠言
之所以叫謠言就因為它不是真
的啊。大多數滿天亂飛的謠言
都是虛假的謊言，是別人編造
出來的，傳播這種東西不僅無
趣而且愚蠢”。

3、 討 論 有 關 戀 愛 的 話
題
一堆女人聚在一起時，難
免就會討論些有關戀愛的話題
，例如誰誰喜歡上誰誰了，例
如各自都喜歡什麼樣的男性，
又例如看起來最受女性歡迎的
男生是誰，等等。有關戀愛的
話題總是可以讓女性熱情高漲
，一口氣說個幾個小時都覺得
很有趣。但在男性眼中，這種
話題可是很難以理解的。他們
紛紛表示“討論有關戀愛的話
題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根本

弄不懂到底哪裡有趣了，就算
在旁邊聽，也沒法插進話去”
“每當一群女性討論起有關戀
愛的話題，我就不知道該說什
麼”。

4、 有 關 朋 友 的 經 濟 狀
況的話題

靈魂伴侶與雙生靈魂

一直以為最好的感情是兩人
都為靈魂伴侶，後來看了安妮伊
能靜的博客，才知道，還有雙生
靈魂。
在我們的生命裡，靈魂伴侶
和雙生靈魂並不一定是指另一半
，也有可能是家人，朋友，工作
夥伴。
靈魂伴侶能指引我們淨化自
己，和靈魂伴侶相處時，不會有
太多的情緒，愛能充盈在彼此之
間，正能量的流動使彼此信任。
並且有力量。
有許多人終其一生找不到靈
魂伴侶，是因為靈魂伴侶帶來的
情感十分平靜，因此他們會沒有

耐性，而變成花更多的
能量去與雙生靈魂挑戰
。雙生靈魂是我們生命
裡的鏡子，有陰暗與光
明兩部分。一開始，我
們會被雙生靈魂的正面
力量吸引，我們會覺得
彼此如此相似，因而驚
喜。但當我們進入現實
時，雙生靈魂彼此的陰
暗面也會被勾出，如果
說靈魂伴侶是愛的存在
，雙生靈魂就是確認愛
的力量。當雙方陰暗面
出現是，爭吵、懷疑、憤怒，都
會出現，此時只有愛能讓我們發
現真正需要成長的是自己，透過
雙生靈魂，我們學會內觀自己的
批判、自私、佔有。
好的雙生靈魂是以愛和寬容
的力量，轉化成最好的成長伴侶
，自省、寬容、謙卑。
我一直覺得勞倫娜是約伯斯
的靈魂伴侶，其實現在看來，她
是他的雙生靈魂。
上世紀 80 年代的約伯斯年
少成名，巨大的財富與名氣突如
其來，讓他陷入狂躁當中。他談
了很多段戀愛，最後女友都紛紛
離他而去，正當他他認為很愛很

愛的蒂娜因性格分手後，勞倫娜
出現了。那時約伯斯去一個
MBA 班講課，勞倫娜看到他坐
在她旁邊，只是輕鬆幽默地說：
“嗨，老師說我中了彩票，獎品
是與你一起吃晚飯。”約伯斯聽
完哈哈大笑。他演講結束，眼睛
卻尋思著剛剛那個金髮美女。終
於他決定不再參加活動後的晚宴
，而是與勞倫娜共赴晚餐。因為
勞倫娜的笑容與陽光幽默是他急
需渴望的，他們在一起很輕鬆。
他們發現他們彼此是如此相像，
都喜歡素食，都是佛教愛好者，
這讓他們彼此又有了共同的話題
。最初的時光都是歡樂的，可是
在這之後，約伯斯反復猶豫的性
格發作，他脾氣依舊暴躁，他求
婚卻遲遲不肯兌現，他不知道該
娶勞倫娜還是蒂娜，這一點尤其
讓勞倫娜傷心。他們彼此爭吵，
勞倫娜提出分手。
可是，命運之神還是將他們
牽連在一起。約伯斯最終選擇了
勞倫娜。
之後，他感謝他的婚姻，他
曾經不肯原諒拋棄他的母親，結
婚之後，他尋找了她；他曾經的
事業低谷，勞倫娜陪他一起度過
；他曾經得過癌症，勞倫娜的陪

伴使得半年之後奇跡般復原。媒
體紛紛報導，勞倫娜是約伯斯的
靈魂伴侶。
而勞倫娜呢，她曾經傷心，
難受，痛哭過，她愛著約伯斯，
卻因為約伯斯反復猶豫的性格，
而選擇離開。他們彼此傷害，彼
此痛苦。可是，愛會穿越一切人
海，它擁有一股力量。勞倫娜接
受了這樣的約伯斯，約伯斯也理
解了勞倫娜。
他們從此一起成長，構建一
個完美，低調，卻溫馨的家庭。
難道世界上真的有彼此匹配
的靈魂？不，我不這樣認為。就
像看《星際穿越》裡所說，愛是
最高維度。我覺得因為愛的力量
，雙生靈魂才逐漸的隨著時間的
推移轉變成了靈魂伴侶。
當然，雙生靈魂也並不一定
就是愛侶，他們可能是我們身邊
的任何一個，讓我們願意接納自
己的黑暗，並以愛的回報的關係
。它們會以各種面貌出現，但那
種美好光亮，你一定能夠辨識。
而你們呢，我的讀者們？讓
我們用靈魂最美好的一面，用愛
的力量，將美好的能量回傳給世
界，這樣生命因此有了意義。

沖動不是愛 5 類男女裸婚不靠譜
寂寞而衝動的人當然也多。有些男
女單純為了找個人陪伴，以為只要
能陪的人，就能搞好婚姻。這就大
錯特錯。哥可以為了寂寞跟你裸婚
，當哥不寂寞了，就會覺得跟你裸
婚是浪費青春。

第二種，只因一見鍾情的
男女。

中國有句俗話，窮人家的孩子
早當婚。這句話在以前或許還有些
指導意義，但要是在當今現實下，
那可能會害慘很多男孩女孩。
不管你是否願意，在此先聊聊
幾種不宜裸婚的男女。如果你在此
列，你要麼把這些話當成提醒，要
麼就當樂呵看。不過，聊這些確無
惡意，並非為了打擊大家的信心，
而是希望在中國的婚姻上可以少一
些離婚。

第一種，只為解決寂寞的
男女。
這年頭，寂寞的人太多，因為

有些男女真的很神奇，能夠到
達一見就鍾情的境界。大家或許不
知道，鍾情期的男女，有點像發情
期的男女，智商容易降為零。他們
大多以為對方就是自己的一輩子，
就算是裸婚，也不會介意，照樣能
始終不渝。。

第三種，理想過於遠大的
男女。
有理想的男女，總比沒理想的
男女好。但太有理想的男女，往往
過得不如沒有理想的男女好。在裸
婚這回事上，太有理想的男女，大
都會讓對方失望，也讓自己失望。
裸婚之前，他們會認為只要好好努
力，理想總會實現，包括房車鑽戒
。但真正裸婚之後，各項家庭雜務

接踵而至，他們就會發現原來要實
現那些理想真的太難太難，就會醒
悟何必當初。

道自己在做什麼。麗薩的家人也並
不反對她跟吉姆的這段戀情。
“戀愛關係中大部分 CP 之間
的會比較相似，但是稍有巨大差異
也會引起人們的議論和矚目。”
“比如這對英國的老少戀啦、
還有身高差異特別大啦、體型差異
特別大、顏值差距特別
大、收入差距特別大的
情侶也會引起注視，甚
至有的時候還會上新聞
，哈哈。其實都沒必要
，愛情就是愛情。在情
侶彼此心裡，對方必有
一個獨一無二的閃光點
，你不懂也就不要議論
。”
“我們花鎮的諮詢師
經常會碰到各種情感問
題的諮詢，像這些差異
相對明顯的情侶之間有
些問題普遍存在。有的
情侶不是特別自信，對
自己，對彼此，對戀愛
關係都不自信。這個時

男人性格
決定妻子外貌
美國心理學專家就發現
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妻
子的容顏，與丈夫的性格和
他對妻子的態度密切相關。
所以呢，已婚的丈夫注意啦
！你的性格將會影響到你妻
子的容顏，要想擁有一位更
美麗賢慧的妻子就得注意培
養自己的性格啦！
男人性格決定妻子外貌
1、心胸寬廣，不輕易發
脾氣的丈夫，能夠包容遷就
妻子，使妻子享受充分的自
由。有這樣的丈夫，妻子會
皮膚光滑細膩，不容易長暗
瘡和色斑，也不容易衰老，
常常容光煥發。
2、內向、寡言少語又心
胸狹隘的丈夫，
對妻子的事極少
過問又不夠體貼
，他們的妻子大
多會鬱鬱寡歡，
皮膚粗糙，還容
易長暗瘡。
3、 粗 暴 、
脾氣壞、不會體
貼人、極容易吃

中國有句俗話，窮人家的孩子
早當婚。這句話在以前或許還有些
指導意義，但要是在當今現實下，
那可能會害慘很多男孩女孩。本來
就沒錢，天真地以為兩人結婚後就
一定會有錢，但一旦結婚之後才發
現，隨著太多的婚姻壓力，兩個人
過得還不如一個人過得舒服，更別
說去生產第三個人。

第五種，迫於家庭壓力的
男女。
有些父母很愛面子，看著自己
的孩子越來越大，越來越老，總會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生怕別人看
不起，所以就會使出千百絕招來逼
迫孩子早日結婚，就算裸婚也照逼
不誤。這樣的父母是不理智的，順
從這樣父母的孩子，也是不理智的
。

候我們都會首先給他一些總結出可
操作建議來提升自信。並且要通過
這種自信的提升，個人魅力的提升
來增強感情的濃度。”
“還是那句話，愛情就是愛情
。所有的愛情都值得被祝福。”

醋、動不動就責駡妻子的丈
夫，他們的妻子皮膚容易長
黃褐斑，且黯無光澤，容易
衰老，頭髮變白。
4、喜歡尋花問柳，常常
藉故不回家，但有時在家又
會逗妻子高興，在應酬場合
表現得與妻子十分恩愛的丈
夫，他們的妻子皮膚和肌肉
容易鬆弛，眼睛容易出現細
碎的皺紋，而且身體不太好
，人也容易消瘦衰老。
不 過 ，威 脅 女 人 健 康 美
麗的因素有多種，有個疼愛
自己的丈夫固然重要，但更
多時候女人要注意保護自己
的健康，拒絕那些會讓自己
迅速變老的因素。

夫妻分床睡的致命危害
年齡，夫妻都不要分床睡。
人是需要愛情的體溫的，如
果分床，甚至分房，情感的
交流肯定受到影響。

第四種，經濟條件太差的
男女。

英國 18 歲女生求婚 60 歲大爺
該祝福 or 反對？
“作為婚姻情感諮詢師確實會
在工作中遇到各種“不同尋常”的
情侶，但是只要是彼此相愛，那麼
所有的愛情都應該得到祝福”花鎮
情感諮詢師說。“就像這幾天媒體
報導的英國准夫妻一樣，年齡有的
時候真的並不是問題”
----據英國媒體報導，近日英
國一位元 18 歲的女孩麗薩當眾向
60 歲的大爺吉姆求婚並成功，兩人
在上周已經訂婚，並且開始了同居
生活。圖為 18 歲的麗薩跟 60 歲的
吉姆。
吉姆曾是麗薩所讀高中的看門
人，吉姆與前妻共有三個孩子，麗
薩向吉姆求婚時，現場聚集了上千
圍觀者，她問吉姆是否願意跟她結
婚，吉姆答應了之後，麗薩激動得
留下了眼淚。隨即她走上前去，跟
吉姆擁抱接吻。當這件事情傳到網
上的時候，短短時間就獲得了上千
個贊和評論，大部分的網友都不贊
成麗薩這樣做，認為她是在犯錯。
但是麗薩聲稱她很愛吉姆，吉姆對
她也很好，她已經是個成年人，知

這種話題往往會令男性覺
得很無語，他們紛紛表示“討
論這些有意思麼，別人有多少
錢都跟自己沒關係吧”“說來
說去不還是羡慕嫉妒恨麼”。

同房生活是夫妻感情不
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潤滑劑。分床的時間長了，
很難再合床睡了，這一點往
往是很多人無法預料的。

1、 年 輕 夫 婦 ----孩子成為分床的原因
有一天，在醫學門診，
醫生接診一位 50 歲男子，說
自己患 ED(即勃起功能障礙)
有 3 年了。早上還可以硬起
來，可是一旦走到妻子的房
間就會軟下來了，真是不給
力，妻子對此很惱火。
醫生詳細詢問，才得知
原來自打他的兒子出生後，
這十二年來夫妻兩人一直分
房。
“孩子都 12 歲了，還要
母親陪著睡?”醫生不解地問
。孩子他爸說，因為孩子半
夜總要被媽媽叫醒一次去尿
尿，加上從小到大一直跟媽
媽睡，一時也分不開了，這
樣夫妻同房生活就越來越少
，其結果就是一到關鍵時刻
就軟了……
還有一對夫婦也是因為
寶寶而分床，分著分著就離
婚了。
陳女士說，剛開始一切
為了寶寶，也沒有多想，可
是夫妻兩人的感情卻越來越
淡，每過一次同房生活都要
做很多前期準備工作，大家
都很不耐煩，時間一長，就
沒了興趣，慢慢地就走到離
婚。
陳女士說，雖然分床不
是離婚的主要原因，但也有
30%-40%的因素是因為分床
，沒有了親密關係，吵架也
越來越頻繁，最後夫妻變成
了陌路人。

2、中老年夫婦---打呼嚕相互干擾要分床

中年之後，有些夫妻開
始分床，原因很多，比如一
方因為年齡越來越大，開始
打呼嚕，鼾聲如雷，吵得對
方沒辦法入睡。
還有的一方有嚴重的睡
眠障礙，比如失眠、早醒、
入睡困難，一上床，就開始
翻來覆去，以至於干擾了伴
侶入睡。
當然，也有些夫妻的同
房生活本來就不和諧，分床
分房更成了回避同房生活的
最好藉口。

3、專家觀點：夫妻
別分床，更不要分房
夫妻相擁而眠，原本就
是親密關係的最好注解，分
床，無論你是否承認，親密
程度已經下降。
夫妻對同房的需求，會
因為長期分床而導致冷淡，
男人會因為“用進廢退”而
影響性功能，最終造成夫妻
生活的不和諧，甚至導致家
庭破裂。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
專家姜輝主任說，不論什麼

當然，也許分床、分房
不是導致兩人分手的主要原
因，但還是建議立即結束這
種分床分房而居的狀況。
年輕夫婦有了孩子之後
，一般來說，在孩子半歲之
前就應讓他養成獨自睡覺的
習慣(按西方的做法就更早
了)，最遲也不應超過 3 歲。
這裡有兩個理由，一是
有助於培養孩子的獨立性，
使他長大後能更快、更順利
地適應社會環境;二是有利於
夫妻生活，不要因為孩子這
個“第三者”奪去夫妻間恩
愛的機會。
老年人就更加不要分床
了，要知道，老人家多有基
礎病，糖尿病、高血壓、心
臟病等，兩個人分了床，晚
上睡覺沒個照應，心腦血管
疾病發作了，很難及時發現
。這對老年人來說，是很危
險的事情。所以，不論什麼
原因，夫妻莫分床，更不要
分房。 對多數中年夫妻而言
，兩人睡一張床，多少會有
一些相互的干擾，分床甚至
分房睡會睡得更好一些。但
是對於這些幹擾的因素，比
如打呼嚕、失眠等問題，醫
學上都是可以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