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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子

前男友不许我再恋爱，我该怎么办？

周公子：

我和男朋友前段时间

分手了，就算前任吧。 但他

还在追我。 因为还有残存的

喜欢，我就没怎么样。

可是，最近我认识了一帮朋友 ，其中

一个是一阿姨的儿子。人家一直约我出门

玩，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拒绝，想着干脆找

一天出去。 但是前任知道了特别生气，说

我要是和阿姨的儿子出门玩，他就不管我

了，会做出什么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

之前分手了，我和一个男性朋友跑步

偶遇到他，他就跑到家门口质问我（已经

分手的情况下

)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

前任还有一丝丝的喜欢，但我如果和他复

合，这份控制欲对我来说是一份负担。 我

得和所有的异性朋友断绝联系。

但现在的状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

答：

照你的描述，目前，你处于一个分

叉路口。 你的内心，有点想和他在一起，

但也有点想彻底分开。 你左右为难，一

时半会还无法做决定。

既然如此， 从有利你的角度来看，

我建议你不要恶化这段关系。 如果他一

直看到你和其他男孩子接触，他有可能

真的会放弃。 这样，你的一个选择就没

有了。 万一哪天，你突然想和他在一起，

但恐怕也回不去了。

而且，想深一层，既然你还是喜欢

他，还有留恋，那么想办法解决你们的

问题，这才是正经事。 如果你交往其他

男生，那只是回避问题罢了。 无论对你、

还是对那个追你的男生，都没有好处。

所以， 你可以不答应和他复合，但

对于男生交往，还是谨慎一些。 等到你

彻底不打算和他一起了，再交往新人也

不迟。

周公子

@

安辣辣

他现在只是你前任 ，

还这么管东管西 ， 要是真

的复合了，怕不是得把你拴

在家里？ 这么恐怖的男生，

有多远躲多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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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爱

na

之猪

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

因是什么， 但是他还在追

你 ，你也没明确拒绝 ，还要

和 “阿姨的儿子 ”出门玩 ，

这不就是拿他当备胎吗 ？

要么你就明确拒绝他 ，告

诉他没可能了 ， 然后再和

男生去玩去跑步 ， 都没关

系。

@

暴走的小松鼠

已经分手了还来管你

和谁去玩、跟谁跑步？ 要是

我的话 ，直接回他一句“关

你

P

事”。

周公子手记

文章马伊

琍

离婚，虽然外人不知

道原因。 但很多人都认为，这和 2014

年文章出轨脱不了干系。 虽然这事

过去 5 年了， 但出轨本身是一件大

事。 如果处理不好，影响就会一直持

续。哪怕过去很久，依然会爆发出来。

有些愤怒，虽然会迟到，但永不

会缺席。

那么， 怎样的出轨会和好一时，

但未来一定会离呢？

夫妻双方性格压抑

在遭遇出轨刺激时，越是“顾全

大局”，急着把事情翻篇的人，越容易

延后爆发。 在这样的伴侣组合里，无

论是出轨方，还是被出轨方，都不愿

意多谈论出轨事件本身———包括“你

是怎么想的？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你

喜欢对方什么？ 我们有什么问题”

——这些导致出轨的重要话题，他们

都不会谈论。

表面上，这些伴侣好像很快就扛

过了出轨的冲击， 重新变得相安无

事，甚至还能有说有笑秀恩爱。 但内

心里，他们有惶恐、愤怒、委屈、郁闷

……一直都无法消化，以致为将来的

总爆发埋下了一大片“地雷”。

出轨方习惯以“出轨”解决一

切问题

这种人， 性格里缺乏两种手段：

一是调整自身情绪的手段。二是解决

关系问题的手段。 所以，他们就习惯

用“出轨”来解决一切问题。

当他们郁闷了，就去泡个妞寻求

刺激；自卑了，就勾引别人老婆来获

得自尊；吵架了，就去找小三来报复

老婆……来来去去， 他们就这一招。

伴侣能原谅一次，但总不能原谅一辈

子啊。

想分却不能明说， 用出轨来

攻击关系

有些人道德感很重。当他们想摆

脱婚姻时，如果明说，就会觉得自己

很坏，罪大恶极。所以，他们会无意识

开始留意别的异性，莫名其妙爱上别

人。 而且，这些蛛丝马迹肯定会流露

出来，让伴侣发现，主动提出离婚--

这样，出轨方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样的出轨手法叫“被动攻击”。

当事人都属于有话不敢说，有屁不敢

放的类型。 他们不敢明刀明枪提离

婚，但依然能把伴侣气得火冒三丈。

当出轨被发现后，他们可能还会

检讨自己，挽回，和好，以满足他们的

道德感。 然而没多久，一切又会故态

复萌，他们又开始心有旁骛，和别人

拉拉扯扯，直到伴侣被气跑为止。

以上的亲密关系， 在遭遇出轨

时，哪怕一时和好，但最后都大半要

离的。除非当事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个

什么德性，能够改善本身的问题。 这

样，关系才有可能有质有量地维持下

去。

周公子

这些出轨，就算和好也会离

围

观

团

周公子：

我老公和他前妻的儿子暑假期

间住我家，该怎么相处？

我

32

岁，他儿子

19

岁，跟我也说

话。 我老公比我大

10

岁。 我做销售，

不经意认识我老公， 不小心走到一

起。 他跟前妻离婚，跟我在一起了。

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11

岁了。

他儿子以前感觉很仇视我 ，估

计认为我破坏了他的家庭。 现在住

我家，我感觉有点发怵。 他有时故意

说狐狸精、小三之类的话，估计是指

桑骂槐。 现在还好点了。

我给他买个新手机、新电脑，带

他、我女儿、我老公一起去聚餐。 不

知道他会怎么看我。 反正有时他说

话感觉话里带刺。

答：

这种情况下， 他对你有一定敌

意，这是很正常的。但事情过去这么

久了，如果他还揪着这些事，对大家

都没有好处，也没有意义。

遇到这种情况， 关键是你老公

的态度。 如果他能让儿子明白：“我

和太太很好，我绝对不会放弃她。同

时， 你是我的儿子， 我也会一直爱

你。 ”这样，儿子渐渐明白，自己不可

能拆散你们， 但也不会失去父亲的

爱， 他就有可能逐渐放弃排斥你的

念头。

但如果你老公过分迁就他，在

他攻击你时一味忍让他；或者，老公

在和你吵架时， 拉儿子来帮忙，那

么， 儿子就容易以为自己有机会把

你挤出去。 他有很可能会变本加厉

地排斥你。

因此， 你老公的姿态是很重要

的。 他要摆出一副“坚决维护家庭，

同时不会放弃儿子”的态度。

而你，释放善意是有必要的。 你

给他买东西，带他去玩，这些都是友

好的表示。 但同样，当他很过分的时

候，你也可以说出自己的不满。 这样

一来，你不会活得太憋屈，二来，也

让他明白，凡事应该有个界限。

以上一切，做起来不容易。 如果

你觉得太难，那么和老公商量，跟儿

子保持距离，不让他来住，给他安排

一个住处，这是有必要的。 不然，长

期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 对谁都没

有好处。

周公子

有问必答

周公子：

我跟我老公结婚快三年了 ，我

们一直怀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 医

生说是我不会怀孕 。 我都崩溃了

……

我婆婆知道后叫我们离婚 ，我

老公在中间，和稀泥说不离婚。 但是

我婆婆对我很冷漠。 我都不知道该

怎么办？ 哎！

答：

你老公能和稀泥， 说明他还有

维护婚姻的决心。我想，这和你的愿

望是一致的， 你也有维护婚姻的决

心。 所以，你的婚姻是有希望的。

然而， 现实问题也横在你们面

前，就是你无法生育，会让他繁育后

代的愿望受到影响。 然而， 这个问

题， 你们是可以通过抱养等方法来

解决的。 只需要你和老公协商，看彼

此能接受什么样的方式。

当然，最坏的可能性是，他们无

法接受没有血缘的孩子， 一心一意

只想自己生一个。 如果他们的态度

如此， 你也不要害怕离婚。 只管离

去，世界上有很多男人不想要孩子，

但他们会爱你。

就维持这样的姿态———不回避

问题， 不害怕离婚。 如果他愿意维

系，就努力去解决问题；如果他不想

维系，那就接受分手。 当你有这一份

尊严， 这种姿态本身就会很吸引人

呢。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