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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无条件的爱和自身心理需要

排队烦了看看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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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很难从恋人身上感觉到安全

问 ： 我和女朋友谈

了大半年了 ， 她对我很

好，我也爱她 ，不过出现

了一些问题，我始终不能

理解 。 第一是刚谈恋爱

的时候 ， 微信上经常有

人向她示爱、表白 ，同事、朋友 、同学 、老

师，什么人都有。 她好像不懂得拒绝人，

有些男的调戏她、威胁她，她很厌烦也不

删除。 为这些事我们闹了几回矛盾，我说

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和这些人聊， 她说不

好说（不）。 闹的次数多了，她现在基本不

聊了。

第二是她到现在仍然在所有社交媒

体上和初恋互相关注， 倒是看不出来有

什么联系。 她和初恋的老婆是闺蜜，参加

了她的婚礼。 上个月初恋的小孩满月，邀

请她吃满月酒。 她没告诉我，看到手机里

的信息才知道。 她担心我吃醋，说要不你

也去吧，我知道她是客套话，不是真愿意

我去，后来她一声不响地就去了。 她为什

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我是打算和她结婚的， 可是老觉得

她心里还有别人。 前面说那些只是我的

感觉，未必是真的，但我担心她会不会将

来喜欢上别人，伤我的心。

翠红

答问

答 ：

我们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经

历、经验来看别人的思想、行为，别人

和我们不一样时，就得放下自己，进入

他（

她

）的世界，用对方的眼睛来看世

界。 你在猜测女朋友可能不懂拒绝人，

你很聪明， 你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些

人不懂拒绝别人，而且照你的说法，明

明是些“渣男”。

有些人出生在父母不允许孩子拒

绝的原生家庭里， 他们要求孩子绝对

地照他们说的做（

所谓听话

），孩子拒

绝就会挨打，往死里打。 因为他们的自

尊像个肥皂泡一样， 十分脆弱， 被拒

绝，哪怕是拒绝一件小事，他们的肥皂

泡也会破裂。 我见过有两岁幼儿走不

动路，母亲在街上毒打加语言暴力后，

扔下小孩就走了， 幼儿在后面撕心裂

肺地哭着喊妈妈。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

长起来的人， 只要对方没有使用特别

恶劣的语言和行为， 在大部分时候都

不会拒绝别人， 再厌烦都要陪着聊下

去。 信中没有谈到女朋友平素的行为

习惯，我不能断定她的情况，但是这个

世界上确实有些人被原生家庭严重伤

害过，以至于不懂拒绝别人。 了解到这

种情况后，是不是觉得心疼，想更好地

爱她？

你谈到她和初恋互相关注，她又和

初恋的老婆是闺蜜。 一般情况下，女性

和前任如果还有情愫存在，不大可能和

前任的老婆是闺蜜。如果她们是闺蜜在

先，之后闺蜜才和她的前任恋爱、结婚，

正常情况下一定是事情已经放下了。要

心理比较反常的人才可能既对前任怀

有特殊感情，又和他老婆做闺蜜。 既然

她闺蜜都不介意他们的过去， 结婚、生

子全部热情邀请， 处于同样位置的你，

为什么这么在乎呢？

这就要说回来，说到你。 你似乎从

恋爱初期开始，一直在不断地查女朋友

的手机。我们暂不讨论该不该翻手机这

个道德问题，只谈心理上，这个行为说

明你缺乏安全感。 一般人查伴侣手机

是感觉出现了异常以后，你在谈恋爱初

期就有查手机的需要，一是安全感很缺

乏，二则潜意识里有可能你在等着查出

问题，也就是说，你在期待着背叛来临。

那么，安全感缺乏可能不是由现任女友

带来，有可能与你成长的原生家庭以及

你在社会中的经历有关。你需要回溯童

年的经历， 那些印象深刻的事件中，主

观上你是否感觉到父母的爱不稳定？

他们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 当你不能满

足那些条件时，他们会拿走爱？ 同时还

需要理清过去的情感经历、人际关系经

历，看看你所想象的背叛是不是来自这

些家庭之外的经历。 如果自己内心没有

安全感，女朋友很难让你感觉安全。

女友悄悄一个人去吃满月酒，我也

认为不是好的处理方式，从头到尾都用

回避来处理，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你对

这事的分析很对， 她瞒着你是怕你吃

醋，不想和你起争执。 据你说来，为了她

聊天你们吵过好多次，为了她的初恋也

吵过不少。 我想，既然她不大懂拒绝人，

可能在处理亲密关系上也没有太多好

的办法，也许息事宁人就算了。 你们可

以互相倾诉创伤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更

好相互了解，既疗伤又增进感情。

周公馆

2019.1.8��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B12

往期已经谈过要求伴侣无条件爱自

己的误区， 无条件的爱还有一个很多朋

友遇到过难处理的方面： 无条件的爱是

无条件满足对方的需要吗？ 那么自己的

需要怎么办呢？

无条件的爱，一般用在父母对子女，

无条件接纳、爱子女的一切，幼儿由此获

得充足的爱和安全感， 得以成长为人格

饱满的心理健康的人。 还有人本主义心

理咨询师对来访者在无条件接纳的基础

上，给予无条件的爱。 伴侣之间无条件的

爱，很难说是完全无条件的。 一个人爱另

一个人总是有一定的要求， 即使是灵魂

相遇式的爱，双方都有灵魂是前提，本质

相遇是另一个前提，没有灵魂和相遇，怎

么爱呢？ 在相爱的基础上，才存在有无条

件爱对方的可能。 要做到对每个人施予

无条件的爱，那几乎是成神的要求，人生

有限，我们把自己打磨成神太花时间，没

有必要。

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个体，双

方各有心理需要时， 要对自己和对方的

需要加以平衡， 并不是以一味满足对方

需要为无条件的爱。 千依百顺不但有为

人做代理父母的嫌疑， 而且容易使人厌

倦。 试想一个唯唯喏喏、没有自己想法的

人，他（

她

）是很乏味的，缺少性格魅力。

能够兼顾双方的需要背后隐藏着对心理

健康的要求， 即个体要有坚定而稳固的

核心，在自我力量强大的基础，能够灵活

多变地适应环境， 从而有力量满足伴侣

的心理需要。

前一阵微博上讨论是否原谅家暴的

父母，不少人提到很多父母不合格。 在原

生家庭普遍存在或大或小问题的现实生

活中， 自然成长为心理力量强大并且能

自由地满足伴侣需要的人，少之又少。 做

不到怎么办？ 探索、了解自己，明白局限、

限度在哪里，允许自己做不到，允许在做

不到时退出。 赌博、吸毒、家暴之类原则

问题不存在无条件接纳， 需要平衡双方

需要以及衡量自己心理力量的是一些普

通问题，如由于婚姻出现了危机，一方出

轨，同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爱，这时候就

没有标准答案，要去平衡、衡量。 又如配

偶中一方父母长期卧病在床， 配偶看护

多年无经济收入兼事实分居， 这时力量

不够的不必勉强，不必被道德绑架。

经常有人抱着"爱我就要给我无条件

的爱"的想法，当对方不能按照希望的方

式来爱自己时， 强求无条件满足自己的

要求。 其实这是爱的方式的问题，双方经

过有效沟通，通过谈判、协商、互相妥协，

通俗地说各自退让一步，能够解决。 此时

要允许对方保持现状，这是无条件接纳，

而“允许”本身，就是爱。

排队是一件很烦的事，那么怎么

才能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呢？专家

说，回头看看身后，感觉会好很多！

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

是去是留时，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

键作用。 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

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

的是 15 个人还是 50 个人，对你的等

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专家观

察发现， 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

后面的队伍越长， 就越不愿意离开。

专家认为，这一有趣的排队现象来源

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

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

所以， 当我们排队烦了的时候，

可以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看一

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

接近终点，你会就会多了几分耐心。

此外，排队不可避免时，还可以

通过分散注意力来减少焦躁。比如带

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 带上图书、手

机看一些视频或听音乐等。充分利用

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

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

少。

也可以调整期望值。比如吃饭排

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

菜了，等车的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

见到家人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

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觉得太烦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