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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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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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朋友不喜欢公开恋情，是不爱我吗？

周公子：

女朋友逛街不喜欢牵手 ，也

不挽着我的手 。 之前硬来了一

次 ，一看到人就松开了 ；也不穿

情侣装 ， 还让我每天少点去找

她 ； 之前都不承认我是她男朋

友，别人问她，她都不出声，和我

出去玩，跟别人说是跟同学出去玩，后来发了

几次脾气才承认；朋友圈也从来不公布我，说

她不喜欢这样。

问她原因，总是说她害羞。 但是，她和别

人都玩得很好。我们在一起两个月，都没有热

恋期。 她是爱我的吗？

答：

她爱不爱你， 这真的很可疑———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找错人

了。

你想要的，是一个依恋你的，逛街

会挽着你的女孩子。她以你为自豪，不

但会在朋友圈公开你，也会认为，没有

其他男人能够代替你的位置。 她尊重

你的感受，如果你觉得委屈，她也会很

在意的。

这是你理想中的女朋友形象。 但

现在，她明显不是这样的人。难怪你跟

她在一起，根本没有恋爱的感觉啊。

周公子

@

余生有你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啦 ，

你女朋友多大年纪？ 职业是

什么？ 是否刚刚入职或者正

处于职业上升期？ 如果她还

是学生或者刚刚工作，那么

考虑到在老师 、领导 、同事

中的形象，就很可能不愿意

公开恋情 ， 你也别太计较

啦。

@

单曲、循环

我觉得朋友圈发不发

个人生活、 秀不秀恩爱 ，这

个完全是个人性格吧。 她平

时朋友圈喜欢发什么内容 ？

如果平时她就不喜欢在朋

友圈披露个人隐私、不喜欢

晒生活，那么不公布你的存

在也很正常。

@

月光下的路人

是不是被爱着 ，你自己

的感受是最准确的。 既然你

两个月都没有 “热恋 ”的感

觉，那么她大概率是不爱你

的吧。

周公子：

我有一个奇怪的行为 ，

喜欢躲到狭小黑暗的地方 。

特别是和女朋友吵架什么的，

我就喜欢把自己藏起来 ， 躲

到一个很狭窄黑暗的地方 ，

然后把自己关起来 ， 比如说

没人的房间、 衣柜里。

请问这是什么心理疾病？

答：

人是动物。 喜欢藏到一

个狭小黑暗的地方， 这是一

种动物的本能。

这样藏起来， 会有很多

好的感觉， 比如， 我们会觉

得安全； 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不受别人摆布； 有情绪可以

放松地发泄出来， 也不必害

怕被旁人发现……

所以， 很多人都喜欢藏

起来， 只是选择的地点不

同： 厕所、 汽车、 房间都是

常见的躲藏地方； 有些人会

借助旅行藏到远方； 有些人

会躲进自己的心里， 没人可

以分享他内心最隐秘的角

落。

从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

一个精神家园吧。

周公子

周公子：

唉 ， 好难过 。 我该怎么

办？

我说了气话 ， 男友当真

了删了我。 我是故意跟他说，

我跟别的男人聊天了。 其实，

我没有劈腿 。 但他跟我分手

了……

我这样气他 ， 是因为他

现在创业 ， 很久没有主动跟

我讲话。 我很没有安全感。

答：

你要挽回男朋友， 第一

步肯定是想方设法联系他，

然后澄清误会， 道歉。 你还

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可能会

有一段时间不理你， 或者显

得高高在上， 以此来抗议你

对他的羞辱和戏弄。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

程， 也许， 对于你这种没有

安全感的人来说， 还会很难

熬。 但是， 只要你们的感

情基础 好， 那么熬过这段

时间， 你们还是可以重新

和好的。

所以， 现在就尽你的努

力吧。 毕竟是你惹出来的事，

应该由你去收拾啊。

周公子

老被伴侣家暴？ 你有受虐倾向吗？

日常生活里， 如果被揍了，你

会有什么反应？是揍回去，躲开，还

是报警？ 其实，你选择保护自己的

举动都很正常———但是，你见过被

揍了，还要帮对方求情的吗？

这号角色，现实中一点都不少

见。最近，网络就流传一个视频，在

四川丹巴， 一名女子被男子狂殴，

无力抵抗，都只有哭喊求饶的份儿

了。 网民看不下去，就把视频发给

丹巴警方。 谁知，当警察把男人抓

到之后，女子竟说，那是她的男朋

友，希望警方不要处罚。

女子这句话，瞬间就让一大波

网友咋舌了。 很多人都说，世界上

哪有这样的人，挨了揍还替凶徒说

情，讲得难听点，这不是贱么？

然而，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

人。他们永远扮演“家暴受害者”的

角色，逆来顺受，一边埋怨自己命

苦，一边还不愿意离开，真是让人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受虐者，

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一般来说，他

们往往都有以下 3 个特点：

低自尊———正如网友所说，这

种人的确把自己看得很“贱”。他们

允许对方羞辱、虐待自己，因此，他

们也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喜欢动粗

的施虐者。在心理学上，施虐-受虐

本来就是一对常见的组合。 所谓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

无力感———受虐者往往看不

到自己的力量。 他们认为，自己无

法改变命运， 一辈子就合该挨揍。

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产生反抗的念

头。甚至，如果别人要求他们抗争，

都会激发很大的不安。

比如，从前有一位女士就告诉

我说，丈夫脾气暴躁，喝了酒就打

她，她想知道，怎样才能避免挨打。

我问：“为什么你不离婚？ ”

她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很久

不接触社会， 离婚恐怕会影响生

活。 ”

实际上，这位女士不但四肢健

全，还是个硕士毕业生。她说的“没

有本事”， 只是内心无力感的一种

反映。 她深深地认定，自己无力左

右命运，所以她不敢离婚，只寄望

丈夫允许她苟且偷生，下手不要太

重罢了。

最后， 受虐者还会产生一种

“归属感”———因为他们几乎无一

例外，都是从小被打大的孩子。 他

们认为，家庭就是这样的，亲密关

系就是这样。 对方打自己，是为自

己好， 是把自己当成一家人的表

现，“如果不是这样，他还不会教我

呢”。 于是，他们心甘情愿，甚至还

会产生一种平常人难以理解的快

感。 这也就是常说的“受虐狂”了。

这些受虐者的存在，让“家暴”

这回事在文明社会里很难被禁绝。

旁人要帮忙， 但见他们这副德行，

到头来，也只有一声叹息了。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