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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居期間的財產,婚後財產後歸誰?
現實中，有不少夫妻是選擇先分
居，然後辦理通過訴訟的方式來結束
婚姻關係。那麼在夫妻分居期間所產
生的財產，在離婚的時候通常是歸哪
一方的呢?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小編將
在下文中為您做詳細解答。

一、夫妻分居期間的財產,
離婚後歸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
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問題的若干具體
意見》第四條、第八條的規定，夫妻
分居兩地分別管理、使用的婚後所得
財產，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對夫妻共同財產，原則上均等分
割。根據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和財產
的來源等情況，具體處理時也可以有
所差別。對於分居兩地的夫妻，在分
割財產時，各自分別管理、使用的財
產歸各自所有。雙方所分財產相差懸
殊的，差額部分，由多得財產的一方
以與差額相當的財產抵償另一方。

二、夫妻分居幾年可以離
婚

是因感情不和分居。
(二)、分居應達兩年或兩年以上

分居是指夫妻雙方在繼續維持其
夫妻關係的情況下，停止共同生活，
並各自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狀
況。應准予離婚的參考條件之一的分
居應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一)、分居是因感情不和
造成夫妻分居的原因有很多，有
因夫妻倆的工作單位分屬兩地致使夫
妻分居(例如農村普遍存在的年輕夫婦
分處異地打工);有的是子女在外念書，
夫妻有一人專程前往異地照顧;有的是
一方在監獄服刑造成的夫妻分居; 上
述情形均不符合婚姻法中規定的夫妻
因感情不和分居的原因要素，不能作
為認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參考條件。夫
妻因感情不和分居不需以分處異地為
標準，即使是在同一所房子中，因感
情不和夫妻倆分別在不同的房間居住
，相互之間經濟分開，只要有足夠的
證據，或是對方承認，也可認定夫妻

婚姻法對此只作簡單概述，筆者
認為分居期間應適用中斷。如一對夫
妻因感情不和，一方獨自另處生活，
已達兩年十一個月，這期間除共同照
顧子女的生活與教育外，夫妻間沒有
履行任何夫妻義務，但在最後一個月
中經親友從中調和，獨自生活的一方
又重新回家與另一方共同生活，不管
他們重新在一起生活時間長短，他們
分居的期間應中斷。即使第二天又因
感情不和處於分居狀態，夫妻間的分
居時間應重新計算。
(三)、以夫妻感情破裂為前提
“分居兩年”只是一個參考條件
，不是絕對條件。實踐中，有將“分
居兩年”等同于夫妻感情破裂的誤論
。有的夫妻是因對方有某種惡習影響
了感情，造成分居達兩年或兩年以上
，起訴離婚是因對對方改掉惡習缺乏
信心。如被告能夠表示改掉惡習，並

有足夠的可能。這種情形應認定夫妻
感情並未破裂，不應屬於應准予離婚
的情形。
綜上，夫妻在分居期間由於沒有
結束婚姻關係，因此在這段期間雙方
獲得的財產一般是被認定為夫妻共同

財產的，那麼在離婚的時候就需要進
行分割，往往是在夫妻之間均等的進
行分割。要是你還想瞭解夫妻分居期
間該注意哪些事項，可以到我們網站
的相關欄目進行深入瞭解。

婆媳之間的 6 句話，讓男人生不如死

中國的婆媳關係一直都讓人頭痛
，婆媳象徵，受傷的豈止是雙方。唇
槍口戰隨著時間會平息，但是說出來
的話猶如潑出去的水。這 6 句話場從
婆媳矛盾爭執中出現，它們不僅讓男
人左右為難，也讓家庭的感情受到不
小的影響。

兒媳婦永遠
都是別人家的人
，這是大多數中
國家庭觀念的通
病。別看平時大
家相安無事不提
及，但是只要有
點小爭吵，這個
病毒就會發作，
讓婆婆過敏，讓
媳婦歇斯底里。
其實，這其中的
原因是兩方面的
，一方面兒媳沒把自己當成婆家人，
未能真正的融入到新的家庭，只待
“媳婦熬成婆”，再翻身當主人;另一
方面。婆婆卻也確實總是難於把這個
新來的女人當成自己家人，不管是基
於好心還是歪解，處處設防，兩個人
總也不能開懷暢談。

1.你們根本沒把我當成自己家
裡的人

2.你媳婦啥都不管，把我這個
長輩當保姆

這個現象很普遍。其實年輕人要
麼不願意和父母一起住，要麼住過來
了，就啥事都不愛做，全然把家裡的
長輩當成保姆。儘管這裡面的問題是
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婆婆媳婦
各有難處，以來婆婆難於真正放下心
，二來媳婦不敢過多插手，三來兒子
多會在媽媽面前偷懶，兒子做了媽媽
心疼，不作是媳婦教的。在這一點上
，作為兒媳婦也確實很為難。所以，
關鍵還在於男人自己了，自己要主動
一點，要學會調和這方面的矛盾。

3.她是做給你看的，你不在家
的時候就原形畢露
婆婆和媳婦都喜歡說這句話，以
證明自己的清白，讓中間的男人評理
，定是非。可是自古以來，清關難斷
家務事。難不成，你們要讓這個大男
人，整天丟著班不上，然後時不時的
潛伏在家裡，聽你們兩個女人怎麼吵
架?顯然，這操作起來不太可行的。而

且對改善家庭關係是有害無益的，它
無疑只能是助長了大家的更加較真。
4.老婆可以再娶，而媽媽只有一個
這句話，有相當一部分做婆婆的
特別喜歡說。在我看來，這句話是相
當於有教唆嫌疑的。它的潛臺詞就是
，老婆不重要，老婆離了還可以再娶
。試著想想，做母親的說出這話，兒
子情何以堪?是聽你的，還是不聽你的
?也許只有那種本身就想離婚的男人，
正好可以借助母親之名休妻了。但無
論成功與否，顯然是把婆媳戰爭提升
到了另一個高度了。

5.跟你過一輩子的是我，不是
你媽
無獨有偶，也有很多狹隘的女人
，喜歡在老公面前說這句話。細作思
量，這句話同樣有陷老公與不仁不義
之嫌，難不成讓你老公有了你，就不
要媽了?作為妻子，永遠不要試圖去拿
自己和老公的媽媽相比，沒有可比性

，也沒有必要比，若真的要比的話，
也確實難於比得過。捫心自問下，你
真的可以像他媽媽一樣，保證一輩子
不計得失，大度無原則，毫無保留的
付出與包容麼?大多數來說應該是很難
做到吧，那既然做不到的話，那還拿
什麼總喜歡和人家的媽媽斤斤計較呢?

6.你選擇吧，有我沒她
每當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婆婆
和媳婦總會不自覺都向中間的男人扔
這麼一句話。一副不共戴天的仇恨模
樣，作為男人這個夾心餅乾，聽完肯
定是一個頭兩個大。
婆媳關係本是一道很難解的題，
而解題的必須是靠三人一起來完成才
有可能。在媳婦和媽媽中間的男人，
要靈活處理兩人的關係，家庭才會和
睦，而媳婦和婆婆也要站在對方的角
度來考慮事情，爭吵就會少很多。
這些問題在大多數家庭中應該都
出現過吧，有沒有戳中要害呢?

揭秘男人的 12 種身體語言 吃相 or 性態度
女人總是千方百計想瞭解
男人，瞭解男人最好的方式，
不妨多觀察一下他的肢體動作
。70%的男人心裡話都得靠肢體
表達！只要仔細觀察男人的肢
體語言，你就能從他們的動作
中瞭解這個男人的性格，看看
他是不是個值得託付終身的好
男人。
身體語言真的很神奇！男
人 70%的心裡話都得靠肢體表達
！只要仔細觀察男人的肢體語
言，你就能從他們的動作中瞭
解這個男人的性格並且知曉男
人心裡的活動，看看他是不是
個值得託付終身的好男人。
1、他的臉上堆滿假笑—他
在說謊
微笑有著神奇的魔力，可
以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讓陌
生的兩人在瞬間變成朋友。除
此之外，微笑還有著特別重要
的作用。科學研究證實，男人
微笑的次數越多，對方相信他
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為了掩
飾自己，男人極其善於利用危
險的魔力，他們通常在說謊時
堆滿假笑。
發現假笑並不難，一般真
實微笑的持續時間在 2/3 秒到 4
秒之間，當男人的微笑持續時
間超過 6 秒時，他肯定對你有所
隱瞞！另外，人在假笑時，面
孔兩邊表情會有些許不對稱，
習慣用右手的人，左嘴角挑得
更高，而“左撇子”會在假笑
時把右嘴角挑得更高！看到男
人臉上堆滿假笑的時候要想想
男人是不是在向你隱瞞了什麼
了。
2、他的語速突然加快—他

對所說的沒把握
語速突然加快，多半說明
他對所說的話毫無把握！在潛
意識中，當男人遇到不想談的
話題或者是被發現了某些事實
的時候，男人會有“但願時間
趕快流過”的想法，他希望傾
聽者能立即結束這一話題，以
此終止自己的尷尬和不安。
如果你發現他在辯解某件
事時突然提高語速、拉高聲調
，以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時，
不妨用輕柔的語氣提醒他，讓
他慢慢說，看看男人什麼反應
。如果男人還是忍不住加快語
速，那麼男人絕對是有事情隱
瞞了你。只有留給自己充足的
思考時間，才能找到他言語中
的破綻！
3、他輕輕地搖頭—他對你
有意思
一般人以為搖頭就代表了
不代表了拒絕，其實，搖頭的
含義不僅僅這麼簡單！心理學
家認為，搖頭是人與生俱來的
舉動。在母親餵養嬰兒時，嬰
兒需要左右搖擺腦袋，以獲得
更多乳汁。如果男人在與你談
話時，無意識地搖頭，說明了
你使他回想起了童年吸吮乳汁
時的滿足。
研究發現，這個強烈的心
理暗示往往是愛情開始的前奏
！所以，當你發現你對面的男
人在下意思地對你搖頭，千萬
不要以為他是在對什麼感到不
滿。
4、他放慢眨眼次數—他決
定說出真相
“你的眼睛已經出賣了你
”，這句話出現在很多場合，

很多人發現了某人說謊的時候
就會習慣性地說出那句話。眼
睛是心靈的窗戶，很多人撒謊
的時候會忍不住眨眼。放慢眨
眼速度是女性增添自我魅力的
表現，當男人想表達真實想法
時，他就會用放慢眨眼速度、
放慢說話速度來吸引你注意。
延長眨眼時間是英語國家
上流社會人士的習慣，現已在
亞洲廣泛使用。如果你發現他
的眨眼速度明顯減慢，可要屏
住呼吸仔細聽，也許事情的關
鍵馬上就要被揭曉！
5、他用手輕擦耳朵—他開
始走神
輕擦耳朵的手勢表示動作
人正試圖阻止他們已感到厭煩
的對話。小學生在課堂上坐煩
了，會下意識地用手堵住耳朵
，然後借機跑開，而摩擦耳朵
是這一肢體語言的成人版本。
因為出於禮貌，男人不可能在
你跟前堵住耳朵，所以就把堵
住耳朵演化成為輕擦耳朵。
此時，你要注意是不是你
正在談論的話題較為枯燥還是
講述的時間已經太長了。當發
現男人有這種動作的時候，可
以適時地遞上一杯水，讓他把
手從耳朵上放下來，也許會暫
時改變他的態度！
6、駕車方式
男人所開的汽車及開車方
式都反映出他的床上表現。男
人駕車習慣會表明他對自己的
性幻想程度。開那種鮮紅的跑
車，表明男人自我困擾且沒有
自信。這種男人在過性生活時
只要自我滿足就可以了，他根
本忽視你的性要求。
對自己做愛能力有自信的
男人會開一輛非常新潮，豪華
但很穩重的車，因他會顧及其
乘車人的舒適與否。那種非常
焦躁的男駕駛者，比如經常鳴
笛，罵聲不斷，他們在做愛時
也會如此，只要自己的性要求
目的達到，就完全忽視其伴侶
。
7、吃相
吃也反映了男人的性生活
狀況。其實他怎麼吃，比他吃
什麼更能反映這一點。喜歡吃
，並且吃的有滋有味，還不時

會發出好吃的聲音，這種男人
非常會享受性生活。如果他狼
吞虎嚥吃下所有食品，未經細
嚼和品味，這也意味著他將如
何在床上對待你。
他想要的只是即刻的滿足
感，完全不顧及他對食品的喜
愛程度，也不想瞭解食品的複
雜製作過程。只要他吃飽肚皮
，就萬事大吉了。
那些吃燒烤還要用刀叉的
男人通常比較女人氣。最好的
情人是那些吃飯非常專心，注
重風味，並且經常問你是否也
喜愛的男人。
8、鍛煉方式
經常鍛煉身體的男人對你
來講也是一件好事。肥胖的男
人不會是一個好的情人，你當
然不希望身邊躺著的男人是個
一到做愛時間就上氣不接下氣
的窩囊廢！鍛煉身體會使他增
強他的床上工夫，有精力、有
興趣嘗試做愛的各種姿勢。
但對於那種不停地鍛煉，
只知道鍛煉的男人就走向了極
端。每個星期長時間地跑步、
舉重等鍛煉方式，會導致過分
注重自我。良好的性生活是儘
量地關心對方，考慮她的性感
覺獲得的。對那些只關心自我
，而不顧及伴侶的男人要特別
小心。
9、接吻時長
男人花費多長時間與你接
吻，他就會在床上花費多少時
間撩起你的性欲。接吻代表著
他的性想像，他的感覺，他的
溫柔，接吻的工夫幾乎是他床
上溫柔體貼之表現的鏡中映射
。令人震驚的是，很多男人不
知道如何接吻。
這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把自
己放在女人的位置。男人似乎
最不喜歡“慢慢來！”接吻是
做愛的前奏，是為瞭解對方，
撩起性欲和嘗試各種性愛的方
式。
10、穿著
男人的衣著可能會迷惑女
人，但是穿著只說明他希望你
看到他的樣子，而不是他真實
的樣子。如果他非常注重你的
穿著，或經常讚美你的服飾，
比如，你的頭髮、鞋子，他在

床上就會非常注重你的感覺。
一個邋遢的男人一般在床上也
很邋遢。
但是渾身名牌的男人並不
意味著在床上就會百般體貼。
穿著講究的男人常常是最好的
情人，因為他們注重儀錶，處
處表現得得體有吸引力。穿著
講究的男人會把你和你的性要
求放在首位。如果一個男人過
分講究穿戴，那就不是好事了
，這種男人在床上會表現得迂
腐並缺乏想像力。
11、飲酒
不管男人多有智慧，有魅
力，酗酒的男人最終會冷淡你
而呼呼大睡。馬提尼的酗酒者
，酒精會很快使他們麻醉。這
些人早晨起來就發脾氣，如果
他們在床上無能，還會埋怨你
。他們會為任何事埋怨任何人
。
喝啤酒的男人容易交往，
但也會在社交和性生活上顯得
不成熟，使性生活缺乏趣味。

更倒胃口的是，他們老要上廁
所。那些喝乾白葡萄酒的男人
是最有創造性及溫柔的情人。
他們會給你帶來最強烈的性體
驗。喜歡味重，顏色深紅的葡
萄酒的男人做愛時很利害，富
有激情，不會早洩。
12、他突然要求“嘗試”新
的做愛方式
別恐慌，這並不意味著有
婚外戀。如果他與別的女人有
染，他的言行必然會謹慎起來
，不會冒險嘗試新的做愛方式
，因為這可能引起懷疑。男人
們想做新的嘗試，可能是從報
刊電視上獲得了新的知識。
性學家說，伴侶們對於在
床上的方式，有的願意有的不
願意。如果他有新的想法，何
不嘗試一下呢？你可能從中能
得到更大的興趣！
男人的身體語言是最容易
出賣自己的，所以只要擦亮雙
眼，你就會更好地看清楚你面
前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