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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逛博物馆，

老人少抑郁

话你知

婆媳关系金钱上

宜“疏”不宜近

不少心理学专业人士指出， 婆媳矛盾的

核心问题是丈夫， 丈夫处理关系不当才把两

个女人推到前台。在心理上、关系的本质上就

是这个道理，同时中国还有自己的国情特色。

不少中国人成年以后并没有从物质上、

生活上与父母分离，独立成为自己，主要的两

个表现，一是成年后与父母同住，二是结婚时

接受父母经济上的馈赠，如赠予住房、代子女

付婚房首付以及购车等等。 在经济上没有独

立出来与原生家庭脱离，只能是半成熟的人，

带来心理成熟的落后。

这个问题在现实的层面上往往会存在

“谁出钱谁话事”， 出钱是公婆， 话的又是儿

子、媳妇的事，一个是拿别人的钱，一个话别

人的事， 本质上矛盾不可调和。 举个普遍例

子，公婆出钱买婚房，心理不那么成熟的老人

会认为我的钱买的房，是我的房，给你们住而

已。 于是装修也好，家具也罢，要照他们的喜

好来。 然而这是儿子、媳妇生活的地方，是他

们的家，自己住的地方不能依自己的审美，憋

屈，难受。 到了媳妇生孩子，婆婆来帮着“凑

仔”。 房子是公婆给钱买的，带孙子又是自上

而下的“帮”，家就成了皇太后的家，皇太后要

照自己想法教育孙子，哪管科学不科学。

要解决这个矛盾， 长辈心里要拎得清，

钱是自己愿意给的， 给了子女就是子女的

钱， 他们喜欢把房子弄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要是存了投资的念头， 想回本、 想要利息乃

至利润， 那就是给自己头上放虱子， 迟早闹

矛盾， 家无宁日， 累得慌。 晚辈则要弄明

白， 享受长辈给予经济上、 人力上资助的同

时， 有可能无形中在交出话事权， 从房子到

孩子。 可以在温柔而坚定的前提下据理力

争， 争回话事权， 但要避免长辈抢夺对生活

的控制， 最好在金钱上与婆家关系疏远一

点。

丈夫在这其中对双方的感受都要有共情

能力，情感上要理解长辈的付出，更要在情感

上支持妻子的家庭地位，因为妻子是配偶，夫

妻关系是家庭的主体，妻子才是最爱的人。 冷

静下来以后要讲“理”，对长辈要讲让长辈拎

得清的话，对妻子也是。 抚慰了情绪，讲清楚

道理，使三方都能站在他人角度想。 矛盾也许

难以调和，但情绪不那么激烈的情况下，各人

稍为退后一步，日子就过下去了。

现在很多做儿子、 丈夫的， 看到父母有

理，老婆也有理，没有办法断是非，干脆不出

声，回避。 两方情绪缺少中间调节的环节，更

加死抓住自己的理， 而且沉默方加剧了双方

的愤怒，使冲突愈演愈烈。 婆媳关系在金钱上

适宜有一定距离， 丈夫在其中要做好润滑剂

工作。

抑郁症影响全球数百万

人的健康， 老年人更容易出

现情绪低落和感觉孤独等情

况，因而，抑郁症问题在老年

人群中更为严重。《英国精神

病学杂志》 刊登一项新研究

发现，经常去电影院、剧院或

博物馆等文化活动场所可以

显著降低老年人罹患抑郁症

的风险。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

员黛西·范考特博士及其研

究小组对 2148 名 50 岁以上

的参试者抑郁症发病情况与

生活习惯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发现， 每隔几周看一场

电影、 一台戏剧或者一次展

览的老年人患上抑郁症的风

险可以降低 32%，每月进行数

次此类文化活动的老人该风

险几乎减半（

降低了

48%）。

范考特博士表示， 接受

文化熏陶最直接的目的是为

了享受文化艺术， 但是新研

究结果表明， 经常参加文化

活动对心理健康也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员建议，

老年人应多以文化艺术元素

丰富生活， 这不仅有助于预

防抑郁症， 也是该病的一种

辅助治疗方法。 当然，一旦确

诊抑郁症， 还是必须接受专

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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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

问： 我和老公结

婚二十多年了 ， 女儿

24

岁，儿子

16

岁。 老

公多年来在外面常有

些乱来的事， 没安分

过，吵也吵过，我想他快满五十的人了，

整不出花样来，人到中年，为了儿女忍

了。哪想到最近发现他不但在外面找了

小三，而且生了个儿子，就住在旁边小

区里。 小三才三十多岁，她嫌自己的老

公没本事，婚姻名存实亡。 她生的儿子

她妈在带， 老公经常去她家 ， 还叫她

“妈”。

老公现在在外人看起来有本事，有

个果园，实则房子、车子全部都是贷款

没还清，果园也有债务。 十七八岁和他

初恋，那时在乡下很穷，他才一米六，我

父母都看不起，我想只要人对我好就算

了，将就了。哪有什么魅力可言？小三一

定是以为他有钱。开始为了儿女不想离

婚，我一身的病又没有工作，没有私房

钱。 跟他吵说要去管果园，他不准我插

手， 说现在这样谁说都不会跟我离，插

手就一定离。大家又劝我看在孩子份上

忍了，他每天晚上都回家，偶尔一次晚

了没回来，我就会去小三楼下看他的车

在不在。 这日子怎么过？

答：

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现在很

难过吧？ 平时有没有人可以说说话，陪

一陪你？ 你说得对，儿子处于青春期，父

母婚姻危机对他影响很大， 你们吵架，

他在隔壁摔东西，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

呢？ 想帮助父母度过危机却又无能为

力，无助感。 这个时候不要再对他说父

亲如何背叛了家庭、伤害了母亲，他没

有能力解决危机，会增加无助感，向内

伤害自己。

我们先要明确一点，你老公的做法

非常糟糕，伤害了你和整个家庭。 如你

所说，女儿已经工作了，面临找对象、结

婚，中国人结婚对伴侣的家庭有许多要

求，也有一些婚姻上的成见，你担心离

婚会影响女儿婚恋有一定道理。 同时，

女儿已经成人，成年人需要承担一些家

庭的责任， 包括承受父母离异的影响，

你在考虑是否离婚时不必过分担忧对

儿女的影响。

就你目前的主观看法而言，我赞成

你的看法，进退两难，离与不离都痛苦

极了。 这事用你目前的认知方式来看，

事情打成了死结，解不开。 事情是死的，

人是活的，信中提到朋友说，如果是她

遇到这种事， 她会开开心心带孩子，出

去玩。 你非常不理解，认为女人都应该

和你一样想法和做法。 你朋友的办法叫

做接受，你是不接受，你已经看到了，两

者巨大的差异， 开心去玩和痛苦万状。

那么我们一样一样试着改变认知，好

吗？

你一直非常难以接受几十年婚姻

说变就变，从你老公的角度去看，量变

到质变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他说对

你早已没有感情，你回想一下，他在外

面“勾三搭四”从哪一年开始的？ 实际上

婚姻危机从你第一次发现时已经存在，

已经很多年。 你使用的吵和忍都不是面

对危机的办法，而他继续用向外发展的

坏办法，最终质变到在外生小孩。 这是

你们长期共同消极面对婚姻危机的结

果———当然在道德上他是过错方，我个

人极端反对用出轨逃避婚姻危机。

在你眼中老公是什么形象呢？ 矮，

丑，老，没有魅力，是孩子的父亲，养家

的人，没本事。 根据你所描述的，老公认

为自己在小三眼中的形象：有能力有本

事，有魅力（

三十几岁的女人愿意和年

近五十的男人生小孩，男人可能当作有

魅力的表现

）。 你愿意和整天嫌你老丑

的人呆在一起， 还是愿意和接受你、欣

赏你的人一起？ 金钱可能是促成他们走

到一起的一个因素，但是你老公白手起

家肯定不是白痴，他喜欢她眼中自己的

形象，这也是一个因素。

几十年的婚姻中，在儿女都上学去

以后，你没有帮他打理过生意，一直是

你在县城里生活，他在乡下忙活。 你们

的婚姻逐渐变成他的事业你插不上手，

反过来他在家庭里儿女都不认可他的

付出，比如经济上对家庭的贡献。 儿女

和他关系疏远， 现在儿子极度仇视他，

这些也在把他往外推。 版面有限，你先

改变认知，让自己情绪平复下来，利用

相对平缓的时期治治病，找一份工作也

找到自己的生活， 再来面对婚姻危机。

她生了小孩他也不肯离婚，我认为你们

的婚姻还有挽回余地。

先找到自己的生活，再来面对婚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