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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

周公子

周公子手记

有问必答

周公子

著名情感专栏作家。

情感问题请私询微博

@

周公子心理

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lqw923

围

观

团

为什么我总是忍不住去看前任的 QQ？

周公子：

为什么总爱看前任的

QQ

？

基本是每天一看，就看一下下面

的字！

我看了他的

QQ

快有两年

了。 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

男朋友对我也挺好的。 我有什么

办法能够不去看他

QQ

， 一心一

意投入到我男朋友上面去呢？ 每

次我把前任的

QQ

一删除，就会

疯了一样到处的找……

答：

尽管你有了男朋友， 但看起来，你

还有一些很强烈的情感挂在前任身上，

以至你不能忍受失去他的消息———如

果失去了，你就会发疯一样到处去找。

因为你的情感这样强烈， 所以，你

越压抑它，越是禁止自己去看，就越是

忍不住。所以，你会发现，你经常陷入这

样的死循环： 忍不住看了-谴责自己-

下次又忍不住-又谴责自己……不知不

觉，就过了两年。

其实， 你不必害怕自己去看他，也

不必禁止自己。想看就去看。看时，对自

己保持一份思考：“我在找什么？我想看

到什么？ 我害怕看到什么？ 我什么时候

最想看他的 QQ ？ 我和现任的感情如

何？ 我爱他吗？ ”

在看的时候， 多想想这样的问题。

慢慢地，那些强烈的情感就会被宣泄出

来，答案也会变得清晰，你也不那么容

易受它们支配了。

周公子

@

拉布拉多吻

我觉得题主有点强迫

症了， 这种时候不要去自

我谴责， 而是要想办法打

破这种封闭循环。

@

殊十二

前任和我分手之后 ，

我也是有段时间忍不住去

关注她， 在所有的社交软

件上翻找她的痕迹， 不光

是看她的朋友圈、说说、微

博， 甚至连蚂蚁森林她今

天收没收能量都要看。 看

到那些能量满满还没收走

的绿色泡泡， 就忍不住猜

想， 这个是她昨天走了很

多路吗？ 还是用软件买了

电影票？ 会是和别人一起

去看的电影吗……

@

楚轩是我的小叮当

我看过一种理论说 ，

一段 感 情 如果 分 离 不 彻

底， 就会一直影响之后的

生活， 你和你前任分手时

有 一 个整 理 情 绪的 过 程

吗？ 有一个（对自己的）仪

式吗？ 有放下所有

"

被遗

弃

""

不甘心

"

的愤怒吗？ 如

果没有的话， 现在赶紧补

上吧。

周公子：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十年 ，经

常吵架，各种话都有。 但这次不

同，连续两个月对我无所谓的样

子。 只要我不吵，她就什么都不

问我 ，前几天 ，孩子从老家来的

时候 ，晚上她下班到家 ，我就不

耐烦了 ， 问她 ：“为什么你回到

家， 脸上就好像挂了一层白布 ，

走到殡仪馆的感觉？ ”

之前一段时间我没有和她

吵，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爱。 这次，

我就是看孩子来，她晚上回来还

是那副表情 ， 我心里压抑不住

了。

我也用了卑微的手段，在孩

子面前打了自己几十个耳光。 她

被我憋得说：“对你心死了，我能

怎么办！ ”我哭笑不得。 没办法，

咬咬牙，还是保持着一个亏欠她

的心 ，把爱留给她爸妈 ，把时间

留给她。

如果能挽回，可以到老。 但

我想在临终前跟她说一句 ：“我

死都不会跟你葬在一起的。 ”

答：

死心，那意味着，这颗心曾

经是活的，对你抱有希望。 但是，

现在她对你很失望。 并且，她已

经和你沟通多次，相信你不可能

改变了。 所以，她才死了心。

换言之，你和她之间存在一

些问题，早已冰冻三尺。 有些事

情，你亏欠了她。 她无法释怀，你

也没有办法。 你和她都无法单纯

通过夫妻间的对话来解决，所以

婚姻走进了死胡同。

当然， 你也用过一些办法，

试图解决。 比如你在孩子面前打

了自己几十个耳光， 想表达诚

意。 但她没有接受，说明她对你

的愤怒是几十个耳光不能抵偿

的———看来，这件事还很大呢。

既然你一个人搞不定，不如

找信得过的人帮忙吧，比如你们

都信任的亲友，或者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让他们帮助你们好好谈

话，纾解心结。 总好过现在，不想

离婚，也不能和好，大家都很痛

苦呢。

周公子

周公子：

大十几岁的男朋友算是长

辈吗？

我男朋友大我

15

岁 。 他其

实还蛮宠我的，但是每次和他吵

完架，我都觉得自己像是不尊重

长辈了，就觉得很有罪恶感 。 我

就会去道歉。 我该在这种情况下

把他当长辈看待吗？

答：

既然你已经把他当成长辈，

并且爱上他了。 这说明，“长辈”

这个身份，你还是挺喜欢的。 你

喜欢被当做后辈对待，也喜欢他

宠你， 罩你———这也是长辈好

处。

既然如此， 你也可以继续

把他当成长辈看待啊。 这没有

问题。

只是， 有一点你要明确：长

辈也是人，长辈也会犯错，甚至，

长辈也会做出一些可恶的事，有

时会惹得你很生气。 这时，你指

出长辈的错误， 这是天经地义

的。 你纠正他们的偏差，让他们

明白问题所在，这样，你们才会

相处得更顺利。

以后， 你觉得自己有道理，

就不妨直接说出来，甚至和他争

论一下也无妨。 你也知道，哪怕

长辈和晚辈之间，冲突也会不可

避免。 只要冲突完以后，彼此能

去哄哄对方，重拾信任，这样的

关系也就很亲密啦。

周公子

私密照被前任曝光？ 见人品，不一定要等分手

闫妮和前任分手之后，一张没

有化妆、和前任搂在一起的亲密照

在网上流传。虽然当事人没有站出

来承认，但不少网友怀疑，这事就

是男方挽回不成，蓄意报复。

当然，事实是怎样的，只有当

事人才知道。我们也不去深究真相

了。只是，分手后被报复，这种事从

来都不在少数。受害者或被曝光隐

私，或被打骂毁容，遭遇之惨烈，后

果之严重， 往往是超出我们想象

的。这让人不禁感叹：恋爱中，如果

选错了人，这该是一件多么恐怖的

事啊！

那么，是否有一种办法，让我

们可以提前把那些恐怖的爱人鉴

别出来，在酿成悲惨结局之前就能

及时抽身呢？

办法，是有的。一般来说，具有

以下性格的人，在遇到分手这类强

烈刺激时，是特别容易不理性的：

心胸狭窄———这种人往往太

过敏感，浑身上下痛点多多，稍不

留意就会被得罪，由此爆发出来的

怒火也是很惊人的。

偏执———这种人是一根筋的。

面对一件事， 只要他们认准了，旁

人就很难说得动。 而且，他们认准

的往往没有好事。比如女朋友提分

手， 他们就容易认为对方是有恶

意，在背叛他们，是有意戏弄，并且

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 最终，在偏

执念头的驱使之下，他们就容易作

出报复行为。

冲动———这种人脑子里缺一

个“控制阀”，脾气上来就没法按捺

住自己，非得闹出大事，才能冷静

下来。所以，在遭遇分手的时候，他

们头脑一发热就会弄得天下大乱，

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以上这些性格的人，都是分手

时需要“特别盯防”的对象。在真正

出事前，他们往往会显露出很多蛛

丝马迹， 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危险。

面对这些信号，分手的一方千万不

可大意，一定要认真对待。不然，等

到他们真的打上门来，一切可就晚

了。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