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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朋友没回我“正式分手”的信息，是什么意思？

周公子：

和女朋 友 分手

了。 昨天，我发消息

给她说，大家要做个

了断。如果还能在一

起 ，就好好的 ；如果不能 ，就彻底

断绝关系。

她没回我，这是什么意思？

@

长书不尽

没回复你，当然就是表示彻底断绝

关系啊。 既然你们都已经分手了，何必

还要发个消息“做了断”？你这好像小孩

子赌气说“你再不道歉，我就真的不理

你了哦！ ”

@

皮卡皮卡皮卡丘

对于分手这么重大的事，许多人内

心是需要一定的 “结束仪式 ”的 ，只有

“分离”得条理清晰干干净净，才能尽快

调整好心情，脱离阴影。我觉得，可能对

题主来说， 是心理上缺乏了这样一个

“结束仪式”，还需要更加正式地 “做个

了断”，才能接受关系的结束，但是对你

的前女友来说，很明显，一切已经结束

了。

@

一泓

我倒是觉得这说明她对你还有留

恋。要是真的已经彻底放下，回一句“分

手了请别来打扰我”也不为难吧，之所

以没有回话，正是因为不想把话说绝？

@

目青

“做个了断……” 从一个女孩子的

角度来说，她可能被你吓到了哦！ 好多

社会新闻里恋人分手因爱生恨报复女

方，你这消息看起来真的有点像想把人

家约出来威胁或伤害呢。 我要是她，也

绝不会回你。

伴侣开夫妻店，工作生活都对

着同一个人， 这到底有没有问题

呢？

最近，郑爽和男朋友张恒在一

个综艺节目中就为我们演绎了一

个范例，虽然是“反面的”，但也很

引人深思。

节目中，郑爽透露自己和张恒

正在共同做一个自有服装品牌。 张

恒希望， 郑爽能穿上服装拍照片，

为品牌做代言宣传。 然而，郑爽却

认为，自己是一个艺人，接代言应

该谨慎。 在不清楚效果的情况下，

不能贸然去为自家服装代言。

这下子，张恒不高兴了，说：“这

事是你起的头。 现在要么做，要么

就不做，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

就这样，两人的气氛就有点尴

尬了。

对于开夫妻店的伴侣来说，这

是一个典型的冲突。 因为“伴侣”跟

“合伙人”的身份混淆，导致他们处

理问题时更容易情绪化， 更难保持

理性。

就拿“张恒请郑爽做代言这事”

来说，如果他面对的是外人，那么，

他很有可能采取理性的处理手法：

和郑爽协商，耐心寻找“郑爽形象和

品牌形象之间的共同点”，然后通过

郑爽做品牌拓展。

而且， 他还会允许郑爽提出自

己的疑虑， 甚至体谅郑爽出于“形

象” 的考虑而拒绝代言的要求。 毕

竟，作为艺人，她有权力这么做———

而关于这些，张恒作为经纪人，应该

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同时将郑爽视为“伴侣”

的张恒，表现却没那么理性。 相反，

他还很孩子气， 负气就说一句：“要

么做，要么不做，没有第三条路。”这

种处理手法， 不像一个成熟的经纪

人， 倒很像是小男孩对着女朋友撒

娇， 说“你不答应， 人家就生气了

啦！ ”

这时，作为“合伙人”的郑爽，站

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上， 自然是无法

接受的。

这也是许多人开夫妻店面临的

常见问题。 由于“伴侣”跟“合伙人”

身份重叠， 所以他们很容易对彼此

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期待 ，例

如———

和外人合作时， 他们会允许对

方划清界限， 捍卫自身权力， 比如

“我要准时下班， 我要拿加班工资”

等等。但和伴侣合作时，他们会期待

对方无条件付出。

和外人合作时， 他们会控制自

己的脾气， 努力保持沟通和协商的

姿态，推动局面向理性发展。但和伴

侣合作时， 他们会期待对方包容那

个任性的自己。

和外人合作时， 他们会为自己

的错误埋单，成熟地负起责任。但和

伴侣合作时， 他们打算撒个娇就赖

过去了……

这些不合理的期待， 会让开夫

妻店的人倍感压力， 觉得跟自己人

合作太累， 倒不如和外人来得干净

利落。

于是， 很多夫妻店就这样开着

开着倒掉了。表面的原因，他们会归

咎为经营不善、行业大环境不佳、供

货商不地道等等。但事情的本质，是

一个人没法长期把两个角色玩好。

开夫妻店，就是一人分饰两角。

这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呢。

周公子

夫妻好做，夫妻店不好做

围

观

团

周公子：

如今社会离婚率高， 彩礼

高， 女朋友更是难找， 请问年

轻人的路在何方？

如果我努力一辈子也结不

起婚， 买不起房， 到老了还颠

沛流离 ， 那么活着是为了什

么 ？ 你叫我哪来的动力去努

力？

答：

如今的社会，离婚率高，彩

礼高， 女朋友更是难找……但

是， 每年结婚的人依然很多。

2017 年， 全国 1063.1 万对结

婚；2018 年， 全国 1010.8 万对

结婚。 这些人分布在各地，绝大

部分都是普通年轻人， 都有自

己的生活问题。 但他们都结婚

了。

就业率也不小：2017 年，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351 万

人。2018 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 752 万人———

说找工作难么？ 他们也找到了。

所以，但凡结婚、工作这些

事，成不成，终归还是靠自己。

想结婚，就好好学习去爱；想赚

钱，就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 谁

不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呢？

努力，不一定会赢。 但不努

力， 你就一定会输———赢的人

那么多， 你凭什么就认定自己

不行呢？

周公子

有问必答

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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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这说明， 你虽然发狠

说“做个了断”。 但内心，你

还是盼着她回消息， 最好

说一两句不舍的话， 继续

和你在一起。

实际上，你不想了断。

既然如此， 你就别发

狠啊。 用一种决绝的态度

去对她， 这多数会把她推

得更远吧？ 如果她真的被

你推开了， 这可是你想要

的结果？

挽回感情的方法，终

归还是“感情”本身。 分手

这么敏感的时候， 你越发

狠，误会越深啊。

周公子

周公子：

和男友一年了， 和他一起

都是我花钱多。 可是我爱他。

昨天， 他手机坏了， 我就

去买了一个

p30

准备给他。 现

在买了 ， 还没给 。 我只是在

想，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感觉

我爱得多， 付出得多。

答：

感觉上，你付出很多，但暗

地里， 你是希望对方相应作出

回报的。

他的手机坏了， 你就主动

去买了一个 P30， 然后开始想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也就是

说， 你在考虑这部 P30 买得值

不值， 能不能换来你想要的东

西。

然而， 你这种以付出换取

爱的方式，是很容易失望的。

因为， 当你需要一个人好

好对你，首先，你要清楚地让他

知道，“他应该如何对你， 他怎

样做，才能让你高兴”。 现在，你

只是送东西，为他花钱，然后等

着他来回报———那么，试问，他

真的知道应该回报什么吗？ 是

回报金钱，回报关注，还是其他

呢？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