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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总出语伤人怎么办？

夫妻感情不和

影响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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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能力与合适的人相遇，先学习与不合适的人分开

问 ： 我和他原来

在同一个单位 ， 他是

领导我是下属 ， 平时

关系一般 ， 没有太多

往来 。 呆了七年以后

我辞职了 ， 他请我吃

饭。 后来经常会打电话、 吃饭， 我以为

他心情不好， 有一次吃完饭他突然抱住

我 。 那一阵就不大理他了 ， 他安静几

天， 过一阵夜半打电话来聊， 又约出去

吃饭。

有一天酒后我们发生了关系， 他说

起以前很多感情经历， 说自己受到了很

多的伤害， 对感情没信心也没想法， 不

想谈朋友也不想结婚 ， 现在这样很好 。

第二天马上不理他了， 他也没来骚扰 。

之后过了几天又找我， 继续夜半聊天 ，

约出去吃饭。 慢慢发展到现在， 白天他

上班， 我们各管各， 晚上他工作完、 应

酬完夜半到我这里来， 早上又走了。

我不愿意维持这种关系， 时间长了

又像是习惯了。 他说我控制得很好， 能

够说不理他就不理他 。 大家互相没牵

挂， 很自由。 我不满意现状， 感情上又

陷进去了， 不舍得分， 可是我们这样也

不能算是合在一起。 到底该怎么办， 我

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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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入不喜欢的一种关系状

态，想摆脱又摆脱不了，像陷入了泥

潭，很无奈的状况。 我们来看看当初

怎样陷入泥潭，再来谈怎么摆脱。

最初他总是找你聊天、 吃饭，我

以为你本来对他有好感，或者觉得和

他有话说，在一起吃饭愉快，没想到

你给出的理由是“以为他心情不好”。

他的心情不好，为什么会是你的责任

呢？ 一般情况下，和一个人相处应该

是相处时很愉快， 原因可能有多种。

你并不觉得和他相处愉快，但是你以

为他需要你，于是你就要满足他的需

要。 这是你和人的本能反应不同的地

方。 也许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你被

原生家族、重要养育人训练成首先要

满足他人需要而不是从自己的需要

出发。 那么，现在到了回归本来面目

的时候了， 你要从头开始问自己：我

想要什么？ 我为什么要满足对方的需

要？ 接下来再学习在自己的需要和他

人的需要之间进行平衡、选择，学习

选择的艺术。 一味满足他人的需要是

扭曲的状态， 它忽视了你自身的需

要。

接下来对方的做法为什么能获

得成功就好理解了，因为你内心里需

要“被需要”。 无论他以何种态度来对

待你，何种方式定义你们的关系，如何

违背你的意愿， 只要他没有以强硬的

方式当场和你翻脸，过几天再来找你，

你的需要依旧，又会跟着他走。“被需

要”在你成长过程中也许意味着生存，

父母需要你， 你才能存活， 不需要你

时，你感觉有活不下去的危险（

主观感

受 ，未必是客观事实

），“被需要”成为

最急迫的需要， 凌驾于你对正常亲密

关系的需要之上。 意识上你要先认识

到，你已经成年了，不再需要通过父母

需要你而得到生存的机会。 要疏通这

个情结， 你要有意识地改变旧有的关

系模式，觉察到对你生活不利的“被需

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我要改变。

我不清楚目前这种关系对你来说

痛苦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极度痛苦

到影响正常的社会功能，比如工作、生

活、睡眠等等，那么，你斟酌而行，本着

一个原则：“如果没有能力与合适的人

相遇、 相处， 先学习与不合适的人分

开。 ”每个人情结、创伤的具体轻重情

况不同，有的人能一咬牙就扛过去，有

的人做不到。如果做不到，不必对自己

太过苛刻，增添矛盾、痛苦，就接受自

己做不到的现状，积累心理力量以后，

下次再来。 只要你不放弃，会一次比一

次强大，总有一天能够摆脱不合心意的

关系。

在不良的关系中，除了情结、创伤

的原因使我们难以从中逃离以外，一定

还有正面、积极的因素。你和他相处，他

和你谈心，让你有被信任的感觉，两个

人在异地他乡互相温暖，这些都是带给

你美好的一面。“被需要”本身也是人的

正常心理需要，在把握好了不伤害自己

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好好地享受被

其他人需要带来的愉悦，帮助一只小猫

也会感到开心，对不对？ 缺少足够的能

量摆脱现状时， 多想想其中的积极因

素，能缓解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

往期有讨论自己总出语伤害伴侣怎

么办，既然有伤害人的，也就有被伤害的

一方。 伤害人的一方有觉察能力并且能做

出改进，那当然好。 有时候伤害人的一方

很习惯用互相伤害的方式交流，他（

她

）从

小见到父母就是互相捅刀子， 父母对他

（

她

）也是捅刀子，当成正常现象，没有意识

到对伴侣造成了痛苦，也体会不到对方的

痛苦。 被伤害的一方这时应该主动为两个

人的关系做点什么。

第一步要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痛苦，并

且这样的痛苦会影响到亲密关系。 这一步

最容易遇到施害人否认痛苦存在，反过来

指责是受害人自身有问题。 比如说：“吵架

吵过就算了，你咋这么小气，什么都记得清

清楚楚的？ ”“你一天闲得慌，记这些小事。

我又不是故意那么说的， 你把我气坏了。

以后你不气我我就不会说了。 ”

这时最好能做到不带情绪地说话，反

复温和地告诉对方你的感受，把话题集中

在感受上，不要转移到其他诸如是否小气

之类的另起话题上。 进一步，承受亲密关

系中两个人会互相影响情绪。 你说的话会

令对方生气，影响情绪，承认你说的话、做

的事带来了影响，那么同样的道理，对方的

话也会带给你影响。 这个过程可以促进对

方理解你的感受，关键点在于要真诚地承

认自己会影响对方，他（

她

）才可能同样真

诚地意识到对你造成了影响。

接下来第二步，要让对方明白，我们都

有能力管理好情绪，生气不等于一定要口

不择言伤害人。 中国人大多小时候没有受

过心理学教育， 以为人像巴甫洛夫的狗一

样，你让我生气，我就骂你，条件反射。实际

上这个过程是：你惹我生气，我经过选择以

后，骂你。很简单的例子，在婚姻内的时候，

马蓉出轨， 王宝强没有打她， 他选择了离

婚，可见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言行。

要让对方明白这个道理不大容易，大

多数经常出语伤人且不自知的人， 往往伴

有自恋（

以自己为世界中心

）、自卑（

瞧不起

自己因此瞧不起伴侣，我这么差你还爱我，

你也很差

）……等等各种问题。如果知识和

心理各方面准备不够充分， 最好的办法还

是进咨询室，接受专业人员指导。

有一些极端的情况， 出口伤人且伤得

很严重的，是心理上有缺陷的表象，如自恋

人格障碍、严重的情绪管理问题，等等，不

见得通过爱的投入再加上温柔而坚定的方

式能解决，对方也未必有改变的愿望。这种

情况受不了就逃吧。

另外， 普通的情侣吵架不必太放在心

里，人都有一时失控口不择言的时候，放自

己一马，让自己好受一点吧。

吸烟、 肥胖和久坐的生活方

式都与更年期症状加重有关。 美

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

系的研究者发现了另一个可能加

剧更年期折磨的因素： 与伴侣感

情不和。

研究人员选取 2016 名女性

参试者， 其中包括白种人、 黄种

人、黑种人和混血人种。她们平均

年龄 61 岁， 77%为绝经后妇女，

81%受过大学教育，74%超重或肥

胖。 研究人员考察了她们所经历

的三种更年期症状：睡眠困难、阴

道不适和血管舒缩症状（如盗汗

和潮热）。 结果显示，三种症状严

重程度高的参试者有 21%曾遭受

过伴侣的情绪虐待（情绪虐待被

定义为取笑、批评、讽刺或无视等

伤害），形成心理创伤；23%患有创

伤后应激障碍，16%曾是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19%遭受过性侵犯。 这

些女性在更年期发生盗汗的几率

高出 50%， 阴部不适比例高出

60%，睡眠困难概率高出 3 倍多。

该研究作者、 临床心理学家

卡罗林·吉布森博士认为，伴侣情

绪虐待导致的压力可能会影响身

体激素和生理周期变化， 医务工

作者可通过心理创伤问题的常规

评估和识别， 加强对更年期症状

的有效管理。

周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