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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红简介：

文学硕士，

2009

年获心理咨询师资

格，长期从事文学、心理学跨学科研究 ，

专注于精神分析、 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

理学学派。 为多家媒体文体版撰写情感

分析专栏文章多年。

读者如有情感方面的咨询， 可发送

至

xxsbfkb@163.com

翠红

答问

仅为“脱单”而谈恋爱，不靠谱

问：我和男朋友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他追了我一段时间，我考虑到身高不能满足我的要

求，低了

4

公分，又有小肚子，觉得不合适就拒绝了。 后来过了一年，因为一些事情要咨询一下

他，又联系上了。 我单着他也单着，他又追我，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试一试，就同意了，和

他谈了。

谈了半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是离过婚的。 他说上一次婚姻是由于女方欺瞒，没有告诉他有

乙肝，结婚以后才知道。 他不能接受，提出离婚，女方不愿意，他起诉离婚女方又一直拖着，办不

下来。到后来好不容易离了，彩礼什么的都没有要回，损失惨重。他说之前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手续没有办下来，现

在办下来了才告诉我。 他又叫我先不要告诉家里面，怕我家里因为他离过婚不同意。

现在谈到要结婚了，我不想和离过婚的人结婚，但是他又对我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说，家里肯

定不同意。 他的意思是不管那么多，结了婚再说。 虽然这是个办法，但是我很介意他离过婚。

答 ：

从信中叙述看，男朋友

的意思是：前妻婚前隐瞒了乙肝

病史，他感到受了欺骗，于是他

离婚。 同时，他在与你交往时隐

瞒已婚事实，希望和你婚前隐瞒

你的父母他离婚的事实，他认为

这是行得通的办法。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既然前妻隐瞒乙肝病史

是欺骗，他隐瞒婚史难道不是欺

骗？ 如果欺瞒情有可原，为什么

他一定要和前妻离婚？如果欺瞒

罪不可恕，为什么他认为他欺骗

你和你家人又是可行之道？

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和做

法中，判断他哪些话是真话成了

难题。 我们既可以怀疑他离婚的

真实缘由，也可以怀疑究竟在离

婚中谁是提出的一方--反正他

说话、做事撒谎不费力，谁知道

哪个方面他说的是真，又有哪个

方面是假的呢？ 另一方面，我们

也可以认为他做事情双重标准，

别人撒谎罪大恶极， 必须严惩

（

抛弃

）， 他严重欺瞒你和你家

人，却认为没有问题。

如果你当面问他：你追我时

已婚，不告诉我；谈恋爱时尚未

离异，也不告诉我，这不是欺骗

吗？ 离婚的事情瞒着我父母，这

不是欺骗吗？ 也许他会无言以

对，感到羞愧，然而我很怀疑他

会不会理直气壮地说：乙肝要传

染人，离婚又不传染人———同样

一件事，别人做是错的，他做就

是对的，他总是占理，这是我推

理他会做出如此回答的理由。

信中说他对你挺好，没有讲

具体有哪些方面对你好。 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的好，可以是买点小

零食小礼物的好，也可以是爱到

灵魂深处，生死相依的好。 就你

提到的处于已婚状态中先追求

你、 和你谈恋爱这些情况看，可

能谈不上对人好。 一个已婚男人

对自己的感情以及婚外所爱之

人最大的尊重就是先离婚，再谈

感情。

在他眼中，欺骗是解决事情

问题的办法之一， 不论从道德

上、 处理亲密关系上看都很危

险。 回过头来看，你只提到了对

他有过婚史不满，似乎没有意识

到他一次次欺瞒会对将来的婚

姻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 造成你

现在很烦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他欺瞒，也许到了该正视的时候

了。

要不要结婚由你来判断，我

的建议是不论跟谁（

不针对你男

朋友

）结婚，最好缓一缓。 你现在

的婚恋观还不够成熟，拒绝他追

求的原因是身高比你理想少了 4

公分，把外在的、次要因素放到

了重要的地位，后来接受他是出

于自己单着，和欣赏、懂得、相处

融洽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因素

也无关。 一方面说明婚恋的基础

不大牢靠，互相吸引和维持得比

较表面，另一方面，可能你需要

再思考一些与婚姻相关的问题。

比如，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我对

婚姻生活有什么样的憧憬？ 我和

什么样的人一起能实现这些憧

憬？

就我有限的知识、 经验而

言，身高多或少 4 公分不会影响

婚姻的质量，一个人有能力把单

身生活过得很开心是将来拥有

幸福婚姻生活的基础，单纯为了

脱单而走向婚恋，婚姻质量很难

有保障。

@

干锅小兔子

既然你很介意， 那就别答应他

咯。 身高差

4

厘米不影响生活质量，

有小肚子可以瘦身， 但是人生大事

都要撒谎的人，哪敢奉陪一辈子？

@

长别诀

觉得那个介绍你们认识的朋友

也够不靠谱的。 倒不是说离婚人士

不能追求幸福， 而是把还没离婚的

男人介绍给妹子，还不提醒一声，这

不是坑人嘛！

@

少师嘉祯

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相互交

往， 健康状况和婚史这类重大问题

当然应该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啊 ，他

前妻隐瞒到婚后才披露是不对 ，可

他追了你两回， 谈了半年要结婚了

才提这茬，难道就对吗？

翠红手记

爱情根本就是一个童话，亲

密关系只有一地鸡毛吗？ 我们得

注意到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

见的倾向： 基本满意的往往不大

出声， 不满的会有很多需要表达

的想法。 我们院长有句名言：“没

听说过谁今天高兴了， 挂个号来

看（

心理咨询

）。 都是有烦恼才

来。 ”和秀恩爱差不多的道理，真

恩爱的没工夫秀，直接相爱去了。

中年人特意对年轻人说“爱情没

意思，将来你们就知道了”，里面

还有一层意思：自己过得不好，希

望大家都一样过得不好， 说明世

界就这样。 要是就自己一个人过

得不好， 要去努力纠正又无从下

手，那是多大的打击呀！这类话和

经常宣扬“男人不是好东西”、“女

人只知道钱”差不多属于同类，未

必真心讨厌全体异性， 主要给自

己一个心理安慰， 缓解无从解决

亲密关系难题的困境。

十几岁时听过不少三十岁以

上已婚女性的教诲，大体都是“结

婚没意思”。然而那一辈人里仍然

有不少活在传说中， 譬如被家暴

的少妇十几年后成功离婚， 嫁给

了被拆散的初恋， 过上了平和富

足的正常生活； 又有三十七八岁

的女人与赌博、 酗酒的丈夫分手

后，经人介绍和包工头结婚，拿她

的话说，两家三个小孩热闹得很，

每天煮煮饭、打打麻将，因对丈夫

没意见， 所以这桩婚姻满意得不

能再满意。 普通人最敢向往的平

平淡淡的生活， 经过轰轰烈烈的

斗争后到手。

别太早丧失对亲密关系的希

望， 结婚有没有意思主要掌握在

自己手里。那些“不知道女（

男

）人

在想什么”的朋友，学习和自己内

心相连接， 再试着用同理心去理

解他人， 努力在交往中提高处理

亲密关系的能力， 人生有的是希

望。 三十岁不晚，四十岁不迟，我

见过有年过五十的人， 经历过失

败的婚姻， 打完漫长的离婚官司

后， 继续保持着对高质量亲密关

系的向往。果然遇见了灵魂伴侣，

非常细心、精致地做好计划，经过

漫长的求偶过程，走到了一起。

最重要的是保持希望， 一边

期待一边不断清理创伤、 提高处

理亲密关系的能力， 高质量亲密

关系没有到来前也要生活在独立

快乐中。

别太早丧失亲密关系的希望

围

观

团

翻开社交网络，女性名人对爱情、婚姻的希望名言比比皆是。 洪晃曾发表过“女人睡多少男人才值”的言论，把价值

定格在比精神交流更低层次的性关系上，对爱情、男性的失望乃至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不少三十五岁以上女性要么陷入

“爱情不是生活必需品”的爱情无用论里，要么正在经历非常糟糕的感情经历。 同龄男性提到爱情，很多也是“爱情？ 呵

呵”的态度，离了婚的不止一个表示：再婚对象首先得我女儿喜欢。 结婚只为找个孩子妈，已是对爱情绝望之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