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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忍受了”是成长的第一步

有问必答

周公子：

我们相处半年，一直好好的，很相

爱。 但最近他很少主动跟我聊天，偶尔

回个信息。 后来我就问他：“最近发生

什么事了。 ”一开始，他说不知道怎么

说，不好意思开口。 我一再问他，他说：

“你知道真相就不会和我在一起了，你

家里人也不会同意。 ”后来才告诉我一

些不知道的事情：他离过婚，还有孩子

过年就

10

岁了。

1

岁的时候， 他们离

婚，现在孩子跟他妈过。

我就问他，一开始怎么不告诉我。

他说 ，很早就想说了，不敢说 ，怕我离

开他，而且他也明白我有多爱他。 我知

道他之前也是爱我的。

自打他告诉我这件事后， 感觉他

变了。 我想了一晚，也明确告诉他，我

不会离开他，我不介意他的婚史，因为

我爱他。 但后来， 我感觉他还是有顾

虑。 我就问他，他还爱我吗。 他说没有

以前那么强烈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

也不知道。 我问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

就是最近跟我坦白离异这件事开始

的，还说他自己放荡不羁爱自由，我跟

他在一起不会开心，真的不想伤害我，

怕到最后受伤的还是我。

这些都是我俩几天来断断续续聊

的。 我问他：“你最近是不是觉得我很

烦？ ”他说不是。 我问他最近到底怎么

了，感觉对我越来越冷淡。 他说：“我们

冷静冷静吧。 ”我问他多久，他说一周。

今天第四天，我不想去打扰他。 我就想

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爱了，想

分手吗？

中年压力大

脑子会变小

话你知

想更多地了解周公子吗？ 请看———

爱问周公子

恋爱3年不结婚就会分手？

婚姻有 7 年之痒，恋爱也有“3 年之痒”

吗？早前有个调查就显示：超过九成的男女认

为，恋爱 1 年就可以见家长了；近六成的男女

认为，恋爱 3 年不提结婚，就会面临分手的危

机。 看来，对于爱情啥时候应该做什么，大家

心里都是有时间表的。

然而，这时间表为什么偏偏是 3 年呢？这

就要从感情的发展规律说起了。

一对自由恋爱的伴侣， 头 3 个月一般是

蜜月期。 这时，他们是带着有色眼镜相处的。

那种体验就是：“我觉得你和我心中的理想伴

侣很像，所以我爱你。 ”

之后，绝大部分的伴侣会进入冲突期。有

色眼镜被无情的现实打破， 他们会发现：“你

和我心中的理想伴侣似乎不像， 这是怎么回

事？ ”这样一来，大量的分歧就会涌现———

比如，关于亲密程度的分歧：有人认为一

天打一个电话就够了， 有人却认为早午晚起

码要联系一次，而且双方都要主动；还有，关

于金钱的分歧：有人认为，我们的消费观念应

该偏重实际，纪念日在家看电视就好了，有人

却认为，为浪漫生活应该多花些钱，毕竟过好

当下也很重要……

这些分歧会让伴侣陷入冲突之中， 需要

他们作出让步，调整，重新理顺彼此的认知和

期待。当新格局形成的时候，伴侣关系就会进

入稳定期。那种体验就变成了：“我了解你，你

和我心中的理想伴侣不是一模一样， 但我还

是爱你。 ”

当稳定期出现以后， 两人的关系就算得

上是真爱了。

然而， 感情的吊诡之处在于， 哪怕是真

爱，还是避免不了变化。 那些恋爱 3 年不结婚

就要分手的人，往往要面对两种变化———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方一直想结婚，一

方却一直不想。这意味着，他们对人生的期待

存在重大分歧。 在恋爱的 3 年里，历经蜜月，

冲突，然后享受稳定的二人世界……那时，他

们可能无暇考虑结不结婚，也可能，他们根本

就在回避这个重要话题，怕一说了就要分手。

但无论如何，3 年之后，稳定的关系再无变化，

“结婚或分手” 这回事就会势不可挡地浮现，

最终成为一个避无可避的大问题。

另一种情况， 则容易发生在两个回避型

人格之间。 这种人倾向于回避亲密关系里的

一切麻烦。 在他们眼里，恋爱是轻松的，但结

婚带来的子女、财产、两个家庭结合等事情却

很复杂。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结婚。 就

这一点来说，两人的观念相当一致。

然而，回避型人格逃避的本质，不但让他

们会逃避婚姻，也让他们在矛盾积累、关系陷

入瓶颈时更容易抽身而去。 所以，当恋爱迈入

3 年，恩恩怨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回避型的人

就可能会突然分手。

所以说，婚姻有 7 年之痒，恋爱也有“3 年

之痒”———痒，看起来是小毛病，但不及时治

疗，小毛病有时也会要命的。

周公子

美国哈佛医学院近日公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 中年时压力大会

导致大脑萎缩，记忆力下降。

哈佛医学院贾斯汀博士领导的

研究小组对 2231 名平均年龄为 49

岁， 且无老年痴呆症的志愿者进行

研究。 参试者先参加记忆和思考能

力测试，8 年后再测试一次， 并接受

颅脑扫描， 测量大脑的体积。 其结

果：在年龄、性别、吸烟量和体重相

当的情况下， 体内皮质醇水平高于

平均水平的参试者， 记忆和思维测

试得分更低， 大脑体积占总颅骨体

积的 88.5%；相比之下，皮质醇水平

正常的参试者记忆力和思维测试得

分较高， 大脑体积占总颅骨容量为

88.7%。这说明，皮质醇水平高的人记

忆力更差、大脑体积更小。 而皮质醇

是一种肾上腺在面临压力时分泌的

激素， 长期处在压力状况下会导致

皮质醇水平偏高。

贾斯汀博士表示， 高水平的皮

质醇可能是老痴的一个早期预警信

号。 他建议中年人尽量寻找适合自

己的减压方法， 例如充足的睡眠和

适度的运动， 将放松技巧融入日常

生活。 也可以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皮

质醇水平， 并在需要时服用减少皮

质醇的药物。

周公子：

我是去年结的婚。 结婚之前， 婆婆说

给我做个貂皮衣服 ，因为大家都有 ，弟妹

也有。 结婚后，我们要去外地，量好了尺寸

就没做成。 今年回来了，婆婆就给了我一

件，说是新做好的。

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根本

没给我做，把她自己的给我了，还骗我新做

的。 她家不差这个钱，我就想知道，我该问

问为什么吗？ 是不把我当回事，当我傻不

识数么？

答：

这种家人之间的礼物，很多时候，未必

是送礼的人有多大的恶意，或者把你当傻

子，更有可能是貂皮衣服贵重，老人觉得

自己用不着可惜了，才送了给你；又怕你

介意，所以才骗你说新做的。

如果你在意这件事，跟家人的关系又

比较好，平时能说上几句话，那么，你可以

去问问婆婆，温言温语的，跟对方一个解

释的机会。 把话说明白了，心里亮堂了，也

不会留下什么疙瘩。 如果婆婆不方便直接

问，你也可以跟老公说说。 他比较了解自

己的妈妈，所以能够给你一个解释。

不过，这件事到最后会怎么样，还是要

看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如果你一定要认为，

对方是当你傻不识数，那么你们日后的相

处会很艰难。 但如果你改变想法，那么，貂

皮衣服也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周公子

答：

其实，坦白离异有孩子这件事，和

他的冷淡没有关系。 他有孩子是 10 年

前的事， 离婚 9 年， 跟你在一起有半

年。 如果他是因为怕坦白而冷淡，那

么，为什么刚刚开始谈恋爱时不怕呢？

就如你感觉那样， 之前和他在一起是

很相爱的，那时，他并没有丝毫想离开

的迹象。

而且， 他说， 不敢讲是怕你离开

他。 然而，你都表明了你是不会离开他

的，但他还是要求冷静，要求空间。 这

说明，他想保持距离，跟婚史与“你是

否计较”没有关系。 他就是想分开一段

时间。

至于为什么他要分开，我想，你还

没有问出来。 也许，就连他自己也不一

定很清楚。 恋爱半年，恰恰是伴侣从想

象走向现实的过程。 刚刚开始时，我们

对彼此怀有很多想象， 认为对方会符

合自己心中的憧憬。 但随着相处的增

加，如果对方不符合，那么，我们就会

体验到激情逐渐消退。 就如从前莫名

其妙很热情，现在莫名其妙不爱了。

不爱了，有时就是莫名其妙的。 但

拉开距离却往往需要一个理由。 于是，

他就给了这么一个理由。 理由本身不

要紧，要紧的，是他的态度。

然而，我也明白，对于你来说，找

出真正的理由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

段感情中，你付出过，期待过，整个过

程你都感觉很好。 所以，现在莫名其妙

被要求冷静和拉开距离， 这会让你很

难接受，更别说释怀了。

所以， 我建议你先回顾一下这半

年的相处， 有哪些地方是让你不安和

有疑问的。 想好之后，你可以心平气和

约他谈谈，问个清楚。 这样可以帮助你

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能让你

给自己一个交代。

有时，当我们的感情出现问题，最

大的危机感未必是“失去一个男人”，

而是“为什么好好的， 我突然摔了一

跤？ ”。 当你搞清楚一切，要继续前行，

也就不那么艰难了。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