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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

周公子

我们之间是爱情，还是过分亲密的友情？

周公子：

很亲密的友情和爱情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就是那种，每天发生了什么大大

小小的事都会跟对方说，一起散步的时候

会十指相扣，会拥抱 ，一段时间不联系也

没关系，但是不能忍受对方身边有其他亲密的异性。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爱情？ 还是其实只是过分亲密

的友情？

答：

我想，你们之间是有爱情的，特征之一，就

是你们对彼此身边的亲密异性十分排斥，只愿

意对方陪伴自己一个人。 而且，你们还会有身

体接触，特别是十指紧扣去散步，在当前的文

化之下，就算是在西方，也只是亲密的伴侣、家

人才会做的行为。

这段关系，让你不解的一点是，你们一方

面很排他，但一方面看起来有些疏离。 比如一

段时间不联系也无所谓，这看起来跟普通情侣

不大一样。 通常，热恋的情侣总是很想看见彼

此，就算是相伴多年的夫妻，在分隔两地时都

要一天通一个电话才能放心———而你们，心倒

很大，不见面也无所谓。 所以，这让你怀疑，彼

此的关系难道只是友谊吗？

然而，哪怕如此，这样的关系依然是爱情。

只是，恋爱风格里，有一种关系叫做“隔离型”。

这样的人也会找伴侣，也会希望对方专一。 但

同时，他们更倾向于独处，强调自己需要空间，

不喜欢黏得太紧。

隔离型的人，如果遇到喜欢黏人的焦虑型

伴侣，就容易闹出很多矛盾来。所幸，你和对方

不是这样。 看起来，你们都认可这种充满距离

感的关系，待在里面都很自然———如此，便是

适合了。

周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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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会牵手会拥抱 ，

那么会不会想接吻或者做

更亲密的事情呢？ 如果有，

就是情侣，如果没有，就是

G

蜜吧。 至于是否容忍对

方身边有其他亲密者———

初中小女生彼此之间如果

当对方 是最 好 的 朋友 的

话， 也会有同样的独占欲

的。

@

悦妈

人 的 感 情 是 很 复 杂

的， 所以没必要去强行规

划和定义。 关键是你们俩

是否都很满足和享受于现

有的关系，并且不想改变？

@Jade

亲密并且快乐， 那就

够了。 两个人相处很久之

后， 就很难分清究竟多少

是爱情， 多少是友情或者

同伴情，多少是亲情。 感情

不是化学分析， 用不着那

么精确。 一生很短，能陪伴

在身边的人寥寥无几。 两

个人都默契， 就这样走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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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

周公子：

女儿从两岁开始有夹腿的情

况，一开始是趴在床上来回蹭。 听

幼儿园阿姨说，这样的小孩都比较

聪明，还挺开心的，从来都没限制。

从上小学开始，我们给女儿定了个

规矩，在外面和学校的时候不许夹

腿。 作为奖励，在家里随便。

女儿也很听话， 从那开始，女

儿夹腿就越来越频繁。只要一回到

家，就连吃饭跟看动画片的时候都

在比较隐蔽地夹腿 。 特别在睡觉

前，必须要认真地夹半小时左右才

肯睡 。 女儿说夹完以后睡觉非常

香。有时候晚上尿尿回到被窝都要

夹一会才迷迷糊糊的睡。 最近，她

还学会弓着身子夹，或者把娃娃放

在腿中间夹，说这样更舒服。

之前去医院看过，身体各项发

育完全正常。 也没有任何疾病，连

炎症都没查出来。就是夹腿实在太

频了。 特别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

几乎一整天都在夹腿， 这正常吗？

答：

孩子 3 岁前后，进入第一轮性

发育期。 无论男孩女孩，都会发现

刺激生殖器会带来快感。 所以，他

们会尝试做这些事。

有时， 当他们感觉无聊乏味，

或者紧张时， 也会夹腿刺激生殖

器，用快感来应对无聊或者紧张的

感觉。 有一些孩子，当他们独处感

到孤单时，也会刺激生殖器。这样，

那种相对正面的感觉，会让他们暂

时忘记眼下的负面感觉。

所以，你女儿夹腿，有她成长

的原因。

然而，她一直夹到小学，而且

没有任何生理问题，那么，也有可

能是， 她获取正面感觉的手段有

限，只能通过夹腿来让自己快乐一

些。

作为父母， 遇到这种情况，不

要随意指责，更不要随便冠以“性

早熟”之类的标签。 你可以在发现

她夹腿时做两件事：

一、回想她夹腿前处于什么状

态，是无聊？是害怕一个人睡觉？是

孤独没有小朋友和她玩？

二、不要打骂，也不要鼓励，转

移她的注意力，引导她把心放在友

谊、新事物等外界上面。 帮助她以

更适合的方式获得良好感觉。

周公子

外人老插手！ 如何阻止二人世界变成众人世界？

许志安被爆出轨后， 媒体紧盯

着他，这也是常态了。 最近，有媒体

就发现，许志安夫妇同游英国，探望

移居当地的雷颂德夫妇。 明明去的

时候是 3 家人， 但大家发到社交网

络的照片却都不见许志安， 就连郑

秀文自己发的也都是姐妹合照———

这下，网友又开始猜测，两人是不是

还没和好啊？ 之前是不是秀恩爱骗

大家啊？

公众对于这对夫妻的反复猜测

和评论，也不是第一次了。自从出轨

事件爆发后， 有媒体就写文章说他

们要离婚；之后，郑秀文表示原谅，

媒体又争论她是智慧还是憋屈；后

来，郑秀文开演唱会，许志安入场被

嘘， 公众又痛快地骂了一波渣男

……这样七嘴八舌，没完没了。如果

换成一对定力差的伴侣， 估计也早

离了吧。

这也是明星婚姻不易维系的原

因之一。如今的娱乐圈生态，明星会

把私生活分享出来，营造“跟粉丝亲

如一家” 的感觉， 增进粉丝的忠诚

度，保持自己的曝光率。 然而，这样

做的代价， 就是让自己的隐私被一

再地谈论， 感受被一再地扭曲。 而

且，大众的指指点点，往往也没多少

好话。一来二去听多了，就会给婚姻

造成压力。

这就好比大家族里有很多三姑

六婆，今天说你老公这样，明天说你

老公那样， 有时当面还会给他脸色

看。时间长了，你们的婚姻也会遭受

很大考验的。特别是，当你们刚好有

冲突、有疑虑，别人再来煽动两句，

脆弱的关系就可能应声而断。

就像《史记》里面说的，众口铄

金，积毁销骨。 一对伴侣，如果没有

独立的空间，独立的判断，就很容易

在舆论之下摇摆， 甚至被不同的意

见拉向分裂--关于这一点，那些长

期深陷家族舆论漩涡的人， 应该深

有体会了。

那么，如果在亲密关系中，身边

指指点点的人太多， 应该怎么对付

呢？

首先， 这需要我们有一份独立

的品格，对自己，对感情，都有足够

的信心。 这样才不会被外界的声音

干扰了自己的信念。

当然，独立品格这个东西，不是

说培养就能培养的。尤其是，越是热

衷指指点点的家庭， 越容易培养出

不独立的孩子。 这些孩子从小就习

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长大后，他

们也很难做到坚持自我， 总觉得没

有家人的同意和确认， 内心就会惴

惴不安。

如果遇到这样的伴侣，“二人世

界”就会变成“众人世界”了。夫妻会

发现， 要独立处理小家庭的事务变

得很困难， 似乎人人都有权利插一

杠子，让夫妻疲于应付的同时，也会

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

要改善这种状态， 就需要更大

的决心和原来的家庭拉开距离，比

如搬出来独立居住，经济独立，学习

自己去面对生活等等， 先在物理空

间上削弱其他家人的影响，然后，再

让自己和伴侣在经营小家庭的过程

中感受到自身的能力， 从而提升自

信，不再轻易被人干扰。

也只有这样， 伴侣才会真正成

长，更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周公子

周公子：

我生气的时候，就不想和男朋

友啪啪啪。 但是他却喜欢这样。 有

时我说“随便你吧”，然后他完成之

后可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不可以 ，几次之后 ，我也很讨

厌这样。 请问我和他谁不正常？

答：

关于生气后啪啪啪这回事，男

人和女人的风格的确不一样。很多

男人是习惯身体表达的，他们可以

通过这件事宣泄情绪， 平衡心态，

获得快感。 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

他们就可以心平气和了。 然而，女

人不一定可以了。因为女人的性和

感情紧密相连。 如果感情不融洽，

女人是提不起兴致的。 而且，感觉

不好，也会加重对这件事的厌恶。

我建议你和男朋友交流一下

感觉。 既然你不喜欢这个时候啪，

就直接告诉他，不要用一句“随便”

来打发他，或者打发自己———这样

对谁都没有好处。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