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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真的有“招渣”体质吗？

周公子：

我发誓我是一个善良的

女孩，可是运气不太好啊，过

得极其坎坷曲折。

父 母 在

4

岁 时 就 离 异

了，我睡过大街、一整个冬天咳嗽，没人管

我，被父母暴力殴打，吃饭不能上桌，被亲

戚们欺负咒骂。

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成年，努力工作，虽

然经济不富裕， 但还是过了几年有滋有味

的生活， 到适婚年纪的时候却总是遇见渣

男。 今年

28

岁了，刚分手一个谈了半年的

男朋友。他已经是第三个前任了。是他主动

追我的，自己条件很好却总是花我的钱，一

喝酒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性格极其极端，我

去派出所备了案才分掉。 现在又被一个有

女友的男生纠缠。

我太难了， 我怎么努力就是改变不了

自己的人生遭遇。你说，命运到底要怎么掌

握在自己手里呢？

@

沉静生慧谦卑养勇

就像豺狗总是盯着羚羊群

中最弱小的那一只下嘴，坏人最

容易盯上的 ， 是那种逆来顺受

的，看起来好欺负的女孩子。 要

想远离人渣 ，就要散发出 “我很

不好惹”的气息来哟！

@

十分平常

原生家庭的灾难是我们无

力改变的，但是原生家庭对我们

的影响却可以有意识地避免。 你

自己也已经发现了童年与现在

恋爱时遭遇的相似，只是你把它

看做是自己“命苦”，而还没有意

识到其内在的联系。 很多时候，

人们一方面远离原生家庭带来

的伤害，一方面却在不自觉地重

复这种伤害，因为他们不知道正

常家庭和正常的亲密关系是怎

样的。 改变的第一步是觉知，加

油啊小姑娘。

@

听海

别这样绝望， 不理渣男，会

比你挣扎着长大自力更生更难

吗？

刚刚过去的七夕，最让人关心的

话题之一，莫过于"铲屎官特别容易

单身了"。有调查显示，在不养宠物的

人群里 ， 单身一年以上占比为

44.2%；养狗的人，单身一年以上用户

比例为 60.1%； 最厉害的养猫族，单

身一年比例杠杠地占据 69.8%，还有

近三成已经单足 3 年以上了。

这个现象，到底是巧合还是“存

在有理”呢？ 答案正是后者。

众所周知，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

动物，天生就需要陪伴。所以，对于很

多人来说，寻找一个伴侣可以说是发

自一种本能，是天然的需要，也是人

类未来继续发展的保障。

伴侣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他们

可以分享、回应、保护、亲密、对抗、繁

衍……其中，有一些功能，人类能提

供，动物也能提供，比如在坏人袭击

时挡在我们前头，在寂寞时给我们作

伴， 或者在无聊时陪我们玩玩飞盘，

都是猫猫狗狗可以做到了。

正因为如此， 拥有理想宠物的

人，并不会很焦虑地寻找一个人类伴

侣。 因为一部分的功能被宠物满足

了，所以，铲屎官们更能保持一种从

容不迫的心态，坦然面对单身的孤独

和自由。

此外，有些人养宠物，骨子里就

是不想和人类交往。他们要么有社交

恐惧症，要么对亲密关系极度缺乏信

心，担心自己搞不定一个真人，所以

才选择养宠物。宠物能够给予他们爱

和温暖，同时，宠物也不会让他们失

望--狗狗不容易因为另一只狗狗而

抛弃女主人，猫咪也不会絮絮叨叨地

埋怨主人没有陪自己，没有赚足够的

钱来养家，金鱼不会说话，八哥叽叽

喳喳却从不多管闲事，最适合具有吞

噬创伤的人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宠物是一个省

心而暖心的存在，是复杂世界中的一

片净土，也是他们回避那些看不透的

异性时的安乐窝。他们宁愿把金钱和

精力都花在宠物身上，也不愿意为了

一个人类的伴侣而多费神。这也是个

人选择。

也正因为以上理由，养宠物的人

也许更容易安于单身的状态，不急于

去寻找伴侣来填充空虚，也不愁漫漫

长夜被孤单吞没。其实，这种单身，挺

好的。一人、一猫、一沙发。斗室之中，

自是岁月静好吧。

周公子

什么？ 猫奴更容易单身？

围

观

团

周公子：

是否有女人会愿意接受有轻微

大男子主义的追求者？ 比如说：

尽管知道你对一件事物可能并

没有那么感兴趣， 但还会希望你能

接受，会一次两次的劝说，不过不会

强迫你接受。

出门吃饭想不起来问你你想吃

什么。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待你。

男女分工明确。

嫁他就是他的人， 你要像他一

样孝顺他的父母， 虽然他对你的父

母也会很好， 可是他的家会成为你

的中心。

答：

你所说的这些特点， 归纳为一

句，就是“自我为中心”。你希望女人

听你的，接受你喜欢的方式，以你和

你的家庭为主。而且，当你没有照顾

她的感受时

（比如她想吃什么，你想

不起去问）

，她也最好不要有意见。

这些心愿是人之常情，男人会有，女

人也会有。毕竟，谁不想世界围着自

己转、什么都如我的意。 然而，在现

实中，大部分人需要妥协。因为时代

不同了，女人不想活得太憋屈。

那些没有做多少妥协、 看起来

能够做到以上一切的人， 他们往往

是有很大的优势去交换， 让女人觉

得"我憋屈点嫁你也值得"。 这些优

势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男人很有钱，很愿

意照顾人，就像有些富豪，在家里说

一不二。他们的夫人也没有意见，因

为她们觉得，能获得男人这份照顾，

那么做些忍让也是可以的。

再比如说，有些男人没有钱，也

很自私，完全不顾女人感受，但他很

会哄人，很有个人魅力。 这样，有些

自卑、缺爱的女人也会跟着他们。

世界上， 肯定有能够匹配你的

女人。 只在于，在这个时代，她们好

不好找， 你又要为留住她们付出多

大代价。

周公子

有问必答

周公子：

我和女朋友谈了一年了。 我们

都是农村的，隔了好几个省。 她

23

，

我

21

， 同居， 最近因为不买车要分

手。

她让我年底之前买一辆车 ，给

她一个人开回去， 好让她父母知道

她有一个比较远的男朋友。 但是我

是真没钱。 之前，她要开店，我就借

了好几万元的账给她， 现在每个月

工资也只有五千 ， 基本上水电 、生

活、还债，一个月工资就没有了。

我说，我现在首付都拿不出来，

买了车拿什么还，让她再等我一年。

她说，就今年年底。 我没办法了。 看

着她把东西收好，说这几天就搬走，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该不该放手

让她去追寻想要的生活？

答：

你也可以不放手。不过，她的套

路，你也看到了———只要你给钱，她

就和你住，拿着你的工资，吃你的，

用你的。如果你不给钱，不满足她的

要求，她就要挟你，甚至离开你。 你

们谈了一年的感情，到最后，都比不

上一辆车。

既然她是这样的套路， 这意味

着，你要留住这个女人，就得给她买

车。往后，她要别的，你还是得给。不

然，她随时都会走人。

这样的人，压根儿不爱你，就爱

钱。你要抓住她，就得给钱。同时，你

还得提防其他男人比你有钱。 你要

和她过一辈子，就好好努力赚钱吧，

兄台。

只是，你这又何必呢？

周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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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子手记

答：

有一句话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上”，也有一句话叫"性格定命运"。 有

时，我们吸引什么人，是和自己的性

格有关的。

比如，那些被父母长期打骂虐待

的人，容易吸引一些暴力的人，可能

是她们身上被父母打出一种“自卑

的，逆来顺受”的气质，刚好和暴力的

人对脾气。

同时，她们也容易和暴力的人谈

恋爱。因为，她们从小被欺负惯了，渴

望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保护自己。 这

时，暴力者的力量就会吸引到她们。

以上这些， 只是我举的例子，不

代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我想说的

是，你遇到那样的渣男，前提是，你接

受过他们———这和你的性格也许有

关。

换言之，只要你找出自身性格和

感情际遇的关系， 改变这个关系，那

么，你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善。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