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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洁泪崩谈婚姻，婚姻保鲜期取决于这 4 种爱的能力
近日，何洁在某综艺节目谈到
婚姻话题时失控泪崩称：
“ 我不会
再结婚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爱在一起 ，你们快乐 过 幸福
过，最后分手时变成你死我活的状
态，这很恐怖。”即使将来遇到合适
的人，
“我可以爱一辈子，也不需要
这个证。”这样的婚姻结局，真的很
心疼她，为了老公孩子放弃事业，
结果还被渣男出轨。曾经的她笑
起来眼睛弯弯的。
无意中看到赫子铭一张图，放
着生病的儿子在电脑屏幕前打游
戏打得五迷三倒，我简直心疼死何
洁。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才有婚姻，
婚姻更多是繁衍后代和合作生活
的产物。合作失败了，大家的需求
不一样了就分开。
如果让你闭上眼，让你感受一
下自己现在的婚姻生活的画面，是
什么样子？
我问过一些朋友，很多人描述
的画面，都没有另一半的影子，也
没人提到“爱”，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家务”、
“ 孩子”、
“ 手机”。今天就
来聊聊爱情保鲜的 4 种爱的能力。
01 不是伴侣变了，而是 Ta 原
本就是这个样子
经常听到妻子说，
“ 我怎么瞎
了眼，找了他了？他当初的体贴到

底去了哪里？”
丈夫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
居然是个母老虎，亏我以为她很温
柔！”
爱你的时候，什么都是可爱，
不爱的时候，呼吸都是错。这个时
候，很多人开始失望、痛苦，甚至
是，开始觉得其他配偶才是自己的
最佳选择。
事实上，或许不是伴侣变了，
而是，Ta 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
你眼中的 Ta，变了。
刚爱上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
爱上的是
“理想伴侣”
。
我们按照我们心目中的伴侣
形象，去做出选择，并且爱上了。
自以为他就是我在热恋中看到的
那个样子，其他的部分，我们暂时
无力去分辨，
也选择性忽略。
其实几乎每个婚姻，都有大大
小小的问题。但是面对婚姻中出
现的问题 ，彼此采取的态度 和方
法，却往往决定了婚姻是走向解体
还是链接更深。
遗 憾 的 是 ，高 居 不 下 的 离 婚
率，几乎在传递着一个信息：我们
找不到修复的方法，离婚才是不错
的选择。
而很多走向分离的夫妻，一个
重要的问题就是沟通不畅。面对
日渐熟悉的伴侣，我们不愿意分享
真实的情绪，为了避免矛盾，我们

甚至能不说就不说。
爱情，也许只有在最繁华的时
候决然而去才可以永恒，而柴米油
盐的琐碎生活是爱情的最大杀手。
——《七年之痒》

力。相恋或者结婚后的两个人，容
易因为太过熟悉而丧失了吸引力。
能够在感情中加入新鲜度的
一个很好的秘诀是，你自己本身成
为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人。
面对不了解的部分，去学习去
探索，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
勇敢地去追寻。人是在学习之中
不断发现自我，发现对方的。而更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丰
富和提升，
这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的渠道，
彼此之间也增进了了解。
许多夫妻曾说，我沟通过，可
是没有用。
我问，你有没有设定过双方沟
通的前提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发泄
和抱怨。有没有先肯定对方的感
02 保持新鲜感的 4 秘诀
受，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
呢？
仔细研究一些案例之后，得出
沟通的技巧我们可以慢慢学，
的共同经验大体包括：
而坦诚，却是我们沟通的一个最重
要的基础。把你的情绪、感受陈述
（1）重新审视这段关系，真正
出去，真实地告诉对方。也诚恳地
地尊重彼此
（3）拥有彼此的空间，参与彼 邀请对方表达内心的真 实感 受。
在婚姻中，我们渴望融合，但 此的生活
如果夫妻双方经常能够坦诚地交
也常常模糊了边界。我们很容易
恋人之间，除了家务和孩子， 流，
感情是不会差的。
认为对方是属于自己的。渐渐地， 其实还需要新的链接。找一些共
感觉对方做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 同感兴趣的东西，一起参与，一起
03 一段幸运的关系是怎样的？
然的。
分享感受或者情绪 ，在这一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记起来， 中，
彼此的感情也得到加深。
是我们有幸相逢，在爱中间看
对方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把
哪怕家务和孩子再缠人，也商 到彼此，携手一起面对那些生活中
对方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知道婚 定一些每周或者每月的二人高质 间的一切，不是刻意保鲜，而是在
姻不是天生可以长久，真正地对对 量独处时间。这一点看起来简单， 主动而积极地磨合中渐渐地成为
方思想和行为予以尊重，家庭内部 却对二人亲密度的提升非常重要。 最了解最懂彼此的那个人。
会减少掉好多不必要的矛盾。
很多夫妻的疏离，其实不是有
我们把爱情、亲情、友情、责任
另 外 一 个 好 处 是 ，因 为 有 边 多大原则性矛盾，就是一点一滴地 紧紧地糅合在一起。这种情愫，有
界，你会重新地审视你们之间的关 走远了。
山盟海誓的“爱情”，有肝胆相照的
系，
重新发现对方的一些优点。
“义”，有不可分离的“亲情”，有患
（4）彼此分享内心最真实的状 难与共的
“友情”
。
（2）不断更新自己，成为有趣 态
在这种情愫的支撑下，我们的
的人
如果你把你的不满诚实地向 感情，日久弥新，我们或许会发现，
爱情中，最迷人的部分恰恰是 爱人表达出来，沟通过程可能会非 一辈子不是太长，而是根本不够爱
对方的不可琢磨，神秘而具有吸引 常艰难，但是负面的情绪有了疏通 一个人。

情感大揭秘：闺蜜比男人重要吗？ 只有傻女人才会在男人身上卑微地寻找安全感！
闺蜜到医院看病，医院大，人
多，我们拿着病历上上下下地跑，
到最后，仍有一项检查没有完成。
闺蜜看着我，眼泪突然掉下来
说：我不要呆在这儿了，这个鬼地
方一点都不好，我要回家。
前一秒与护士据理力争的她，
转眼就眼泪婆娑地撒起娇来。
女人的情感表达，大多直接、
充 沛 。 说 到 尽 兴 时 ，胳 臂 挽 着 胳
臂，再自然不过。碰到难处 cue 她，
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委屈和伤心随
着一声痛哭统统倒出来。要是被
欺负了，私下会骂你怂，但在人前
却给你撑腰。
女人之间的亲昵，是男人们永
远无法企及的情感盲区。而男人
们的情感交流，大多在酒桌上和好
哥们的觥筹交错间解脱，心里的苦
楚跟着酒水往肚里吞。
所以，和男人相比，女人与女
人在一起，
更能亲密。
事实上，曾经的男人和女人没
有两样。
在男人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渴
望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满足，也享受
着妈妈的安抚和照顾，更对妈妈的
笑容依恋不已，这个时候婴儿是没
有性别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
看到了爸爸的出现。
爸爸一方面给了男孩作为男
人的榜样，另一方面也给男孩带来
了隐隐的威胁，为了争夺妈妈的目
光和爱（俄狄浦斯情结），男孩暗自
与爸爸较劲。但最终，男孩不敌爸
爸败下阵来，转而以爸爸为今后的
奋斗目标，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男
人，娶到一位跟妈妈一样漂亮、温
柔的妻子。
所以，男人之间的友情，源自
男孩与爸爸的认同和竞争，这是英
雄间的心心相惜。而亲密，是属于
男人跟他女人的情感。
但是男人对女人的情感给得
并不慷慨，因为幻想里的恐惧——
男人对女人的需要，部分满足了儿
时对妈妈的依恋，因为妈妈是所有
男人的第一个女人，若是与女人太
过亲密，爸爸不允许，甚至还会被
爸爸惩罚。
所以，面对亲密，男人的处理
方式大多僵硬而稚嫩，否认是其惯
常的态度。但浓烈的情感总要找
到出口，男人们往往把它都投到了
酒杯里。那么，为什么女人之间更
容易亲密？这是因为女人之间的
亲密感，是再次回归自身的妥协与
重生。

女人之间的关系原型来自和
妈妈的关系。起初，女婴原本以为
妈 妈 是 我 一 个 人 的 ，后 来 爸 爸 来
了。当女孩幻想着要和爸爸在一
起时，妈妈却横在其中，女孩又不
得不回到跟妈妈认同的位置，以求
其他男人的倾慕。
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成长
的回路：女孩跟妈妈最初是融合共
生的，接着，女孩和妈妈争斗，落败
后女孩再次回到妈妈那里。
只是此时的女孩已不再是妈
妈的附庸，而是一个想要寻求属于
自己生活的小女人。
在这个过程里，女孩体验到了
依恋、分离、嫉妒、妥协和认同，只
是经斗争妥协后的亲密，来得尤其
真实。
在成年以前，女性之间的关系
照着母版演绎着，也一并练就了女
人成熟的心智。
在电影《七月与安生》中，七月
与安生起初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两
人同出同进，同吃同睡，时刻不分
离。当七月有了喜欢的男孩后，安
生才发现七月不是她一个人的，她
被七月抛弃了，失落和难过的安生
离开了七月，开始了漂泊、动荡的
生活。在两人激烈的争夺与疏离
过后，七月和安生选择以对方的方
式生活，或是怀念，或是新生，这个
时候的她们更懂得了对方，也更懂
得了自己，爱恨释然。
然而，成长的回路并非每个女
人都能有幸走完，有的人会卡在某
个地方，或牢骚满腹或孑然一身。
事实上，女人与女人关系的质
量，直接影响着她日后的亲密关系
质量，换句话说，一个女人若有几
个好闺蜜，她与男人的关系也不会
差到哪里去。

养活自己，那么自然每天都不会对
未来的生存而惴惴不安了。
第三，懂得自我经营
与其依赖男人，不如花时间经
营好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
兴趣爱好，自己的信念，这样的女
人，一不会太缺钱，二不会缺人脉，
三不会缺魅力。所以，自然不会缺
少爱她的男人。
第四，远离恐惧
少看一些阴郁的电影和悲情
的电视剧吧，也尽量少和那些负能
量的人呆在一起。接近那些简单
快乐的人，看看那些干净明亮的电
影和书籍，做一些使自己快乐的事
情。始终站在阳光里，做个向日葵
般的女子。
最后，学会知足与感恩
知足常乐，容易满足就会有更
女人依赖感情，渴望安定，那 有什么关系，这些外援与浮表都给 多成就感，成就感带来自信，而自
么，对于女人来说，安全感到底是 不了你绝对的安全感。因为，一切 信又能让我们获得安全感，快乐的
什么呢？
外在终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女人 生活。对生活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一个可靠的男人？
的安全感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强 的人，生命会时时得到滋润，即使
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
大，自信，是自我。 那么，女人如何 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熬过去。学
一份稳定的工作？
才能够获得安全感呢？
会从平淡中寻找满足的平衡点，从
一帮要好的朋友？
首先，女人要内心强大
细节中探寻感恩的足迹。
一个美满的婚姻？
强大的内心并不是与生俱来
有安全感的女人都清楚自己
一部可以开出去的车？
的，而是需要靠后天慢慢去“学习” 的实力，也许并不貌美，但是被社
一张五位数字以上的银行卡？ 和“成长”；相信自己拥有战胜一切 会需要，被工作岗位需要，因此心
这 些 是 女 人 想 要 的 安 全 感 困难的能力，那么你便不会因一点 中满满的都是安全感。安全感本
吗？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因 小挫折而感到担心害怕了。
不应该外求，应该尽量自给自足，
为这些不过是女人所需安全感的
其次，女人要经济独立
努力赚钱存钱，爱惜身体，保养面
具体外化的表现而已。安全感这
女人没有安全感，很大程度上 容，提升自我修养与能力。你有底
种东西，与男人爱你够不够深没有 和最基础的“生存安全”有关。如 气了就不怕失去，因为你随时可以
什么关系，与你拥有多少财物也没 果，女人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足以 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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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不动就打骂女人。
感情中，如果男人动不动就打骂女人，或
者对女人拳打脚踢，那么男人的这种行为，必
然会把女人吓跑。毕竟，我们在感情中，不能
够完全任性，或者不懂得尊重女人的感受。
你作为一个大男人，理应对女人态度好一
点。如果你对女人的态度如此恶劣，那么没
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或者愿意跟你一辈
子。
我们在感情中，希望能够彼此尊重。如
果我们在一段感情中，完全没有了尊重，那么
这段感情将会走得很坎坷。我们有时候需要
认真衡量与判断一段感情的走向，如果这段
感情走到了分叉路口，那么我们不妨好聚好
散。你一个大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打骂女人，
你会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和唾弃。
二、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如果我们在感情中，一言不合就离家出
走，那么这显然对伴侣不够尊重。男人要知
道，你把女人娶回家，是用来好好疼爱的，不
是你用来糟蹋的。我们在感情中，都不太完
美。我们可能会因此收获很多的打击，但是

我们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我们也
会想要在一段感情中获得更多更长久的动
力。
如果我们在一段感情中，不能够获得更
多的支持与照应，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获
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我经常说，一段感情
是不是真的美好，就看我们是不是在这段感
情中收获成长。如果没有，那么说明我们的
感情还不够完美。
三、经常欺骗女人的感情。
我们在感情中，如果经常欺骗女人的感
情，那么我们的这种行为会把女人吓跑。我
们要知道，任何一段感情都会有自己的成长
轨迹。我们也可能会因此走过一些弯路，但
是我们也会因此收获更多的鼓励。我们不必
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毕竟我们只需要关注
内心的声响就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为什么而活，
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份怎样的感情，我
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你有想过要
真诚地面对一个人吗？如果我们每天都要活
得那么虚伪，
我们该多么辛苦，
多么狼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