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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人發現另一半出軌怎麼辦？
通常，美國人都會說些大度的話來安
慰自己，感覺好像寬容就是對對方最好的
報復了。比如這樣說：
“過好你自己的生活就是對他最大的
傷害。”
“找到一個更好的就是對他最大的傷
害。”
“不要被他打擾到你的生活就是對他
最好的報復。”
其實都是好建議，但真的很不切實際
。你需要很多時間來消化這些情緒，所以
雖然我不支持這些行為，但我的確想為它
們鼓掌。

美國女人發現另一半出軌會怎麼做？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美國女人最終
贏回她出軌的丈夫，猜猜是什麼方法？在 eBay 上
賣他心愛的法拉利——只要兩塊錢。
她前夫來她家的時候還有點懷疑，心裡擔心
這是不是一個騙局。但她只是朝他笑笑，遞過鑰
匙，關門。
結果呢，她贏回了他的丈夫。
而中國女人呢？很多人都會把精力放到打小
三身上，丈夫極力保護小三不被打的新聞更是層
出不窮。叫上七大姑八大舅找個機會捉姦在床打
出國際新聞的都不在少數。
還有些人乾脆選擇視而不見，“為了孩子”
，“為了名聲”，“湊活著過”不知道把多少人
一輩子困在丈夫出軌的陰影裡。
再傳統一點的思想就會想著安安分分做好妻
子的本分，大度寬容，總有一天丈夫還是會回家
的。不得不說，放在今天的社會，這絕對是異想
天開了。
為什麼中美女人在面對另一半出軌的時候反
差這麼大呢？

對婚姻的認知：
中國人總是說：“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既然原生家庭無法選擇，那伴侶總是能選擇
的吧，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下半生交托給一個
好男人！可見，中國女人認為婚姻是可以改變命
運的，而你選擇的男人決定了你的生活品質。所
以，你千辛萬苦地選擇了一個下半生的依靠，哪
能說放手就放手呢？這可不是沒了愛情那麼簡單
，這可是維繫自己命運的繩索，決不能放手！
但是，美國社會沒有這個說話。她們認為：
婚姻是兩情相悅的事，結婚是因為相愛，離婚是
因為不愛了。說到底，她們認為：出軌不是一場
意外，而是男人不愛了之後的一種選擇。所以，
他選擇了別人，那自己就該放手了。在她們看來
，這就是愛情有還是沒有，在還是不在這麼簡單

，跟命運什麼的沒有關係。比如米叔在這篇文章
的描述：《美國女人怎麼對付“小三”？》就是
這樣的觀念。

女性的物質條件：
美國女權運動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
與男性擁有了差別不大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
說到底，她們在物質上不依賴于男人，無論結不
結婚，她們都能把自己照顧得很好（說不定結婚
之後，生活品質還要下降呢），所以，她們有離
開的底氣，即使不愛了，也可以瀟灑地拿著自己
的錢走人。
但是在中國，一旦結婚生子，男女的地位就
會迅速翻轉，女性短暫的紅利期結束，男人開啟
黃金時代。對很多中國女人而言，披上婚紗仿佛
就是人生巔峰了，在那之後就得一心為了家庭為
了孩子。對事業的放鬆使得中國女性普遍在物質
上還是有依賴男人的心裡，她們怕離開男人後，
自己的生活無法保障。
而相反的是，對中國男性來說，職業穩定、
家庭穩定，生活上有人照顧，事業也處於上升期
，再加上浮躁的環境和周圍人的影響，思想跑偏
並不是難事。

婚戀市場的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一個離過婚的女人是貶
值的，要是再帶一個孩子，就更嫁不出去了。所
以，當女人發現丈夫出軌後，都是能忍則忍，倒
不是因為有多愛他，說到底還是想得自己多一些
：萬一找的下家還不如他呢。
還有一點值得強調的就是：中國社會對男性
出軌比女性出軌寬容度更高一些。但從中國社會
罵人的詞彙量上，就可以看出來，罵男人的詞只
有一個：“渣男”，罵女人的那可就多了：“小
三”、“婊子”“賤人”“狐狸精”“不要臉的
”……很多亞洲男人更是標榜：我出軌可以，但

是你出軌就立刻離婚。真是大言不慚的大男子主
義加直男癌晚期。
但是在美國社會，美國女人不會離過婚，生
過孩子而迅速貶值。對於美國男人來說，他們沒
有那麼深的處女情結，是不是處女並沒有成為他
們選擇伴侶的決定因素。相反，他們更喜歡有性
經驗的熟女，這樣說來，離過婚的女人也是這類
人群的一部分。所以，美國女人在面對丈夫出軌
時，不用擔心離婚了的自己嫁得不好。只要她們
有個人魅力，依然可以在婚戀市場裡跟別人競爭
的。

社會法律的保障：
在美國即使你想養小三也是很難的，第一個
就是法律對女人的保障。美國法律在判離婚案時
，是會為女方爭取最大利益的，把能給的都儘量
會判給女方。所以，離婚其實對男人來說是一種
損失，首先是指財產上的損失。不僅如此，法律
還要求丈夫要支付孩子一定數量的生活費，一直
到一定年齡。這是法律規定的，每月丈夫必須給
的，不需要妻子舔著臉上門讓他給自己發錢。
在中國法律對離婚案中對女性也是有保障的
，但是相對來說，還是沒有美國來得完善。所以
，在中國離婚，吃虧的永遠是女人。在這樣的情
況下，生存壓力就顯得比包容一個出軌的男人，
忍受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來得重要了。

社會體制的保障：
美國的財務體制是這樣的：夫妻結婚後，大
多數人選擇使用同一個銀行卡、信用卡。所以，
你這邊已消費，那邊立刻就能看到帳單詳情。要
是斥鉅資討小三歡心，銀行就會顯示消費異常，
工作人員立刻打電話過來核實是怎麼回事。所以
，銀行是妻子的貼心小偵探，有什麼苗頭，都會
“通風報信”的。想要公款養小三？呵呵，那後
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小三很少的原因，因
為小三的下場不僅很慘，而且養小三的代價也很
高，詳見米叔的這篇文章《為什麼美國的小三比
較少？》。
但凡在中國，銀行卡被盜過、丟過的都是自
己發現後，聯繫銀行，從來沒有銀行打過電話來
問你：你的帳號為什麼顯示異常？所以，誰知道
老公有幾張卡？每張卡裡有多少錢？隨便給小三
一張，小三在那邊買買買、刷刷刷，妻子根本不
知道，銀行更不會管。

社交媒體的監督：
在美國，小三曝光網非常流行，上面有很多
人寫自己經歷的出軌事件，都是真人真事，名字
、年齡、工作等個人資訊都是真的。所以，那些
小三和渣男一旦在這裡曝光，馬上大家都知道了
。可以說從此就身敗名裂了，不能再禍害人間了
。
在中國，講究“家醜不可外揚”，更別提在
社交媒體上主動曝光自己老公出軌了。這不是鬧
得天下皆知了嗎？自己的顏面何在？所以，像前
段時間，自殺女作家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
寫的：小時候被老師性侵了，不敢說，怕媽媽罵
，試探著問了問，結果媽媽說：“哪個女孩那麼
騷？”這種心理很多女人都存在，即使在長大嫁
人後，老公出軌了，也不敢說，怕別人知道了說
三道四。
值得高興的是，在如今的中國婚戀市場，年
輕人的婚戀觀已經大幅改善，越來越趨於平等、
自由化。
在面對另一半不忠的問題上，理智解決果斷
離婚的也不在少數，選擇不離婚的也能以一種合
理合法的方式改善夫妻關係。

為什麼大多數美國人不願意買房？

美國人不願意買房？這個問題應該細分到各
個年齡段。截止到 2016 年末的資料，全美各年齡
段的平均購房率是 62.9%，與前五年相比下降了
不少。通常美國人在 25-34 之間會為自己和家庭
添置人生的第一套房產，這項人口學的需求也是
房產行業一直能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今 90 後也逐漸步入社會了。結婚、生子和
買房也成為他們經營和即將經營的目標。但是，
對於 80、90 這幾代人的購房率，美國媒體報導稱
其一直呈現下降趨勢，這也是中國人常說美國人
不願意買房的依據吧。
和英語的能力。
在全美 35 歲以下的工作人群中，有房的比例
僅為 34.1%。年輕一代對房產的熱情不似老一代
美國人那麼強烈這也產生了媒體及外界對美國人
為何越來越不願買房產生的疑問。小編查詢資料
111面對面聯繫房主
，總結以下幾點原因：

m。

原因一：購房負擔難度加大
上圖表達意思為：“各個年齡層是具有買房
能力的，”（圖中數值越高越難）。
全美房地產協會用房屋價格中位數除以家庭
收入的中位數，來計算全美房屋購買力指數（以
上圖為例），美國歷史平均購房指數約等於
130%，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為美國的

中位數水準，這個家庭工作 1.3 年可以購買價格
位於中位數的房產（假設沒有賦稅和消費）。
從資料上看，年輕一代也是具有購房經濟能
力的。不過對年輕人來說，最大的阻礙就是首付
，通常為 20%。但是因為年輕一代的經濟收入要
少於其他年齡階層，又或者整個經濟環境的變化
（簡單來說，如圖 2008 年，數值開始上升，購房
難度加強），都顯示他們買房指數難度在增加。

原因二：學生貸款的增加，加大了
未來購房的難度。
根據美聯儲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資料，全美學
生貸款金額達到一萬四千四百億美金。

原因三，生活方式的改變
除了學貸和購房能力，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成
為延遲購房原因之一。相比存錢買房，年輕一代
更願意花費 19 美金購買“網紅三明治”來享受生
活。小編找到國外媒體表格，顯示年輕人花費在
租房上越來越多。

原因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年後選擇
與父母住在一起。

們購房的計畫，但是如今的成年人有更開放的兩
性概念、獨身拼事業、長期與父母居住。這都是
美國人購房計畫延遲的另一原因所在。

原因五：國人愛北漂，老美愛當紐約客
。
年輕人更喜歡選擇在大城市定居和發展。下
圖為 1996 年-2017 年中 25-34 歲成年人選擇城市、
郊區、農村的比例和趨勢：
藍線顯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前往特大城
市發展，綠色和黃色則表示越來越少的成年人選
擇待在郊區與農村生活。這一現象在小編找工作
時尤為明顯，地理位置好的工作崗位特別受歡迎
，吸引著來自全美各州的能人異士。而同樣優秀
的工作崗位在農村或者近郊，就相對沒有那麼受
歡迎。
比如醫生這個職位，小編居住在愛荷華州某
近郊（離大城市 2 個小時），前段時間參加印度
朋友的聚會，發現小小的城鎮中不知道哪裡可以
聚集一百多號印度人，而且一大半還都是醫生。
聊天後才得知，因為很多白人醫生更願意前往大
城市，而農村和近郊城市的醫生崗位相對空缺，
很多海外醫生應聘時不挑地理位置，廣撒網。最

後落到頭上的工作申請很多都是在農村與近郊。
其實這與國內現狀很相似，年輕人都往北上
廣發展，大城市機會多、工資高，同時房價也似
猛虎呀。
“根據全美房產資料諮詢公司 Buildzoom 提
供資料，在全美前十的大城市，市中心八公里以
內的新建房產都超過 2000 美金一平方英尺，如果
向外擴散 16 公里，房價則下降到一半。”2000 美
金/平 方 英 尺 換 算 成 我 們 熟 知 的 單 位 是 ： 大 約
22200 美金/平方米，超過十五萬人民幣/平方米，
這算是天價房價了。
最後可以瞭解到，隨著 80、90 代人的成長，
這個群體的買房動力不似從前，原因有很多，比
如經濟危機後縮緊的信貸、消費觀念的變化、多
樣化的兩性觀念、或者開放的生育後代概念等，
都是讓年輕人不願買房、選擇租房或父母住的原
因。
拋開買不買房而言，小編認為每人的人生節
奏都不應該被社會大流所影響，不能因為同齡人
都生孩子就匆匆懷孕、同齡都結婚了就急忙相親
。盯著自己腳下的路，不斷的學習和豐富自己，
別讓外在原因擾亂了本來成長的節奏。

通常來說，結婚、生子等人生事件能促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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