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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愛！自毀婚姻的 9 件事
許多女人總是認為，結婚了老公就是我的專
屬，允許我做任何差遣，老公要時刻都在我的眼
皮子底下。實際上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會得到男人
的反抗……愛在於選擇，更在於精心維護。女人
在祈求幸福愛情的時候，更需要檢查自己的行為
。愛只能給予值得愛的人，而不一定是渴望愛的
人！

1.將男人拴在褲腰帶上
男人和女人結婚並不表示男人希望失去自由
。相反，男人希望家是休息的港灣，希望在自己
疲憊的時候可以在此休息一下。沒有一個男人希
望在家裡永遠安靜地生活下去。男人的天性是闖
世界，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找到做男人的的感覺
。很多女人對男人的活動嚴加干涉，弄的男人寸
步難行。

2.愛自己的男人，恨男人的家人
雖然男人在家人的祝福聲中和女人走進了結
婚的殿堂，但是男人永遠不會忘記生養他的另外
一個女人。很多女人認為和男人結婚了，男人就
應該是自己的，這是大錯特錯。很多女人和自己
男人的母親和妹妹爭奪情感，為此上演千年不變
的婆媳大戰，弄的男人痛苦萬分。

3.以為掌握了男人錢，就能控制男人的
心
女人好像天生對錢感興趣。女人怕男人在外
面找女人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女人以為控制
了男人的錢袋就能控制男人的行為，藉此控制男

人只能是一個夢想。男人要是想藏點私房錢是很
簡單的事情，女人的扣錢只能增加男人的反感。

4.像間諜一樣偷窺男人的隱私
任何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這份私藏的秘
密是不希望被任何人發現的。很多女人千方百計
地打聽男人是否和前女友來往，對男人的郵件、
電話、短信頻頻偷窺。有時發現一點問題頻頻追
問，一直將男人逼到牆角，非要問出個子丑寅卯
來不可，男人在這個時候像一個犯人。有些男人
出軌就是這樣造成的。

5.以為男人是參天大樹，嫁個男人就可
以萬事大吉
現在有很多女人希望找個好男人，希望這樣
可以過著衣食無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
其實對不能自立的女人來，隨著青春流逝，男人
興趣和性趣會越來越低，失去寵愛的幾率越來越
大。

6.將男人視為自己的兒子
在愛情的天平上，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但
是很多女人對男人嚴加干涉，有時像管兒子一樣
管理男人和要求男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男人
人性的蔑視。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確實是女人的心理有嚴
重的問題。男人需要關愛，但男人更需要尊重，
男人沒有一刻忘記自己的尊嚴。人們常說男兒膝
下有黃金就是這個道理。女人必須視自己的男人
為男人，給男人應有的尊重和尊嚴，這不僅是愛

的要求，更是人性的要求。

7.管不住自己的嘴，老公成為
自己洩憤的機器
三個女人一台戲，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這種現象說明女人的嘴是容
易惹是生非的。女人不能因為自己情
緒變化或者沒有宣洩的地方就拿自己
的男人洩憤，這樣只能增加男人的反
感。雖然男人有義務安慰自己的女人
，但是無謂的洩憤只能徒勞無益。在
痛苦的時候，女人的眼淚比女人的嘴
要好千倍，何不用眼淚來引起男人的
同情?

8.一千次逼問老公愛不愛自己
女人喜歡聽男人說“我愛你”。
但是男人表達愛的方式不是女人常常
希望的那樣。於是有些女人在男人面
前千嬌百媚，希望男人能說出這句話
，有些女人甚至逼迫男人說這句話，
男人有時真是痛苦地、違心地說出
“我愛你”，但是內心世界是在說
“我恨死你，你累死我啦!”

9.不注意保護自己身材的秘密，過分暴
露自己的肉體
女人的身體是吸引男人的最大法寶。現在很
多女人想盡辦法提高自己的乳房的高度，增加乳
溝的深度。但是在家裡的時候，很多女人對自己

的身體就不太注意。其實這是一個女人最大的誤
區，女人在外面顯示優美的身材，只能引來毫無
意義的回頭率，但是在家裡的卻是引來自己的男
人的欣賞。
但是，結婚後又有幾個女人能做
到這樣?很多女人在家裡穿得像個大街上賣菜的
大姐，男人能不倒胃口嗎?

婚姻幸福的 5 個關鍵詞
眼睛盯著手機螢幕和配偶講話，只會
讓雙方變得不愉快。如果夫妻一開口
就要吵架的話，可以到公眾場合談論
事情，至少在那裡兩人不會再吵吵嚷
嚷。要做一名好的傾聽者，不要打斷
對方說話，而且當意識到自己做了錯
事，說聲“對不起”非常重要。

夫妻難免會遇到一些小坎坷，在
它們演變成大問題之前，學會有效化
解是維持婚姻穩定的關鍵。近日，美
國“Lovematters”網站盤點了導致婚
姻危機的五個關鍵字。總體來說，這
五件事涵蓋了婚姻出現問題的大多數
原因，解決了它們有助於婚姻幸福。

交流：缺乏有效交流是婚姻關係
的頭號殺手。夫妻間應該每天都保持
交流，可以通過語言、表情和肢體動
作等進行交流。即使一方不想說話，
但仍要保持必要的交談。當和配偶進
行重要談話時，要關閉手機和電視。

信任：婚姻關係中相互信任非常
重要。信任不會一夜之間建立起來，
需要時間進行培育，而且夫婦可以嘗
試一些做法。比如，做到言出必行;不
要說謊話，誠實是獲得別人信任的關
鍵;相互尊重，特別是要尊重配偶的意
見。要珍惜維護他人對自己的信任，
因為他人的信任很難失而復得。

夫妻生活： 互相愛戀並不意味
著伴侶間的夫妻生活就會很完美。雙
方或許對避孕方法存在不同意見，或
者一方比另一方需求要多。還可能是
伴侶想要的夫妻愛方式，另一方無法
接受等等。不管什麼情形，夫妻生活
是導致婚姻出問題的一大因素，甚至
會引發離婚。因此，如果配偶間夫妻
生活出現問題，一定要向對方講出來
，不過一定要顧及對方的自尊心，要
講得婉轉，但是一定要把自己在夫妻
生活上的煩憂講清楚，並提出雙方都
可接受的建議。
妒忌：配偶的前伴侶是導致妒忌
心理出現的最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

不想結婚因為他有約拿情結
另外，人們對未知有著天然的恐懼，
無所謂這個未知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人
們對熟悉的一切感到安全，對於習慣感到
依賴，哪怕是疼痛，在習慣以後也變得好
像比較容易忍耐。他已經單身了那麼多年
，即將面臨的婚姻生活對於他而言是一種
生活突變，突變即是挑戰，即使他明白這
是一種良性而美好的改變。
有時候，環境也起不到好作用——人
們對於男人步入婚姻抱持著一種普遍的蔑
視和敵意。覺得那是圍城，是墳墓，是安
定與平庸的開始，他身邊也許就有這樣血
淋淋的“教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男人幹嘛要著急結婚呢?應該先立業再
成家。所以迫於從眾的壓力，他可能會對
婚姻有所抗拒。
而且進步和變好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人們允許
一個人成功和進步，往往會給予掌聲。然
而人們卻不允許失敗和退步，這種時候，
人們會更不惜責駡。所以人們才說高處不
勝寒。步入婚姻，享受美滿的家庭生活固
然美好，然而一旦家庭生活出現問題，付
出的代價可能會是高昂的。我們都孤單過
，然而愛過以後的孤單，總是比初始狀態
的孤單更令人難以承受。正因為如此，他
害怕婚姻。
所以，他不願意娶你，可能並沒有什
麼過於複雜的原因，只是因為人皆有之的
“約拿情結”，而這一情結也並非無法克
服。
姑娘鬱悶了：什麼情況?難道他不愛
我了?沒有愛到可以相伴終生的程度?他外
邊有人了?其實他是個 GAY?他有過婚史對
婚姻有陰影?他是不婚主義者?他沒有生育
能力?鄉下其實有個老婆?
姑娘，你想太多了，也許他不過有個
“約拿情結”罷了。
約拿是《舊約》聖經當中的一個人物
，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直渴望得到神
的差遣。然而當終於有一天耶和華交給他
一個光榮的任務——以神的旨意去宣佈赦
免本來要被罪行毀滅的尼尼微城的時候，
他卻乘船逃跑了，甚至不惜躲進大魚的肚
子裡。
我們不僅害怕成為最糟的自己，同時
也害怕成為最好的自己。我們渴望變好和
成長，然而又因為某些內在阻礙而抵觸變
好和成長，拒絕承擔責任和使命。每個人
都有約拿情結，只不過每個人的約拿情結
有輕有重，分別表現在不同的方面罷了。

《革命之路》講述的就是一個這樣的
故事。和妻子一同生活在美國鄉下的弗蘭
克一直渴望去歐洲生活，然而當妻子終於
下定決心舉家搬往歐洲的時候，弗蘭克卻
退縮了，想盡各種辦法留在美國。《老友
記》中的錢德勒深愛著莫妮卡，但是在結
婚之前他卻突然感到非常恐懼，一度逃婚
。《欲望都市》當中的 Mr.Big 也是如此，
在婚禮的前一晚忽然反悔，以至於第二天
並沒有出現在婚禮現場。
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過這樣的體驗。
一直渴望著升職或者跳槽，然而當機會真
的來臨時，又感到手足無措，甚至想出各
種方法說服自己還是留在原處為妙。一直
渴望著婚姻，然而當真的等到一個合適的
人時，反而感到發自內心的恐懼。
也許你的他就是如此。
可能是因為他怕把事情搞砸了。越是
渴望的事情就越容易令人緊張和害怕。他
對這件期盼已久的事富有很高的期望，把
它想得萬般美妙，於是當那個反復做的美
夢終於要變成現實時，他怕自己的表現會
辜負了那場夢，怕現實會辜負了他的想像
。於是，他想要臨陣脫逃。

眾所周知，每個人都有求生本能，然
而每個人也都有死亡本能——一種要摧毀
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態的本能。這便是衝
動與阻力，力與反作用力的相互制衡，也
就是心理動力結構。所以，人們有時是本
能性地抗拒進步和變好，對美好的東西有
一種難以言說而又實實在在的抗拒。那種
“不知道為什麼，可我就是抗拒婚姻”的
感覺可能就來源於此。
所以，他不願意娶你，可能並沒有什
麼過於複雜的原因，只是因為人皆有之的
“約拿情結”，而這一情結也並非無法克
服。遇到這樣的另一半，不要給他過大的
壓力，不要過分強調作為丈夫的責任和使
命。《欲望都市》之中的凱莉正是因為過
分高調地籌備他們的婚禮，才使得 Mr.Big
壓力倍增而萌生退意。所以你要做的是將
結婚這件事儘量淡化和合理化，讓他覺得
婚姻不過是情感的簡單延續，是一件水到
渠成的事情，是相愛之人做出的一個自發
而自然的行為，是一個隻關乎於彼此的選
擇，並不會對現有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
和衝擊。這時候，安撫的作用大於鼓勵。
恐婚並不可怕，只要他恐的不是你。

括擔憂被配偶拋棄，或者曾經被配偶
欺騙過。信任問題也會導致妒忌心理
。一旦出現了妒忌心理，一定要向配
偶講出來。講出自己的感受，看能不
能找到解決辦法。如果一方在過去受
到過傷害，他(她)應當學會信任配偶
，不要讓負面經歷影響婚姻關係。

金錢：伴侶間為了錢的問題吵架
不怎麼光彩，但這卻總是發生。結婚
後或者談婚論嫁時，雙方應該找個機
會坐下來談談各自的財產和消費觀。
如果一方很節約，而另一方大手大腳
，很快兩人就會發生衝突。雙方都應
講出自己的存款、債務、理財目標，
儘量在理財和消費上達成共同意見。

夫妻不能白頭偕老
的 6 個徵兆
夫妻關係不和諧已
經成為一個很普遍的現
象。隨著時間不知不覺
地流逝，兩個人剛結婚
時卿卿我我的熱情逐漸
被冷淡和漠不關心所取
代。但這是否表明你們
真的遇到感情危機了呢
？要做出正確的判斷，
先來看看你的生活中是
否出現了以下 6 個徵兆
——
夫妻不能白頭偕老的 6
個徵兆

1、不再講甜言蜜語
眾所周知，對妻子
甜言蜜語，再加些調侃
逗笑的佐料，不失時機
地誇她一番，夫妻關係
就比較容易相處。
對配偶講話的方式是構成夫妻關係和諧與否的要素之一。表達
一個意思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就看你怎麼說了。如果你不再有興趣
對伴侶甜言蜜語，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

2、特別熱衷於社交活動
兩個人都忙於參加各種派對或朋友間的聚會，以避免兩人的親
密接觸。兩人在家獨處時，老讓電視開著，也不願意多說話。

3、羞於把兩個人的合影擺在桌面上
房間裡沒有你們的合影照片，即使有的話，也是胡亂放在床底
下的雜物堆裡，上面佈滿了灰塵。這時候，你就要反省一下了。

4、你是否在悄悄地等待離開的一天
“有時候我想離開他。但我從不敢多想，因為我不知道別人會
怎麼看我，讓我感到很為難，只好責怪自己想入非非，對他不專心
。”如果你時常有這樣的念頭，那你的婚姻就很危險了。

5、不願和伴侶一起度長假
和相愛的人到旅遊勝地一起度假，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美事。但
是如果度假只選擇短假，就意味著無心和伴侶在一起逗留太久，有
時候這也是一個感情出現裂痕的標誌。

6、兩人不再爭吵
這才是最壞的標誌！
那些整天吵架的小倆口反而比有氣悶在肚子裡的夫妻更容易生
活在一起。爭吵至少表明你還有熱情，有勇氣真誠地交流。而那種
懶散冷淡的默不作聲則是最大的離婚徵兆。夫妻間的爭吵有兩種：
一是憤憤然，怒氣一消，萬事太平；二是淡淡的，此時已是覆水難
收，無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