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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

两个内向的人，怎么谈恋爱？

周公子：

我喜欢的那个内

向女孩，好像感觉到我

喜欢她了。开始有点躲

我， 后来又好了一些。

但是总感觉有些尴尬，

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 我找她说话，

她还是回答。 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有

时候会帮忙，她有时候会帮我买早餐

和奶茶。 我也会买给她吃。

她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我有

时候都不敢靠近她， 因为比较尴尬。

我也是内向的性格，不知道她对我有

没有意思。

答：

“有意思”这 3 个字，不

是一个 0%和 100%的问题。

实际上，它就如一条动态曲

线，起起伏伏。

就如你们之间的关系，

开头不熟，“有意思” 比较

少； 但后来大家互动多了，

“有意思”就会多一些。如果

哪一天，你们有误会了，“有

意思”就会少一些……关系

也就这样起伏不断。

所以，你也不必纠结她

对你是不是有意思，只需要

投入关系之中， 去付出，去

感受彼此，就可以了。

她肯给你买点东西，这

是好意。 你同样给她买东

西， 这也是一种正面的回

报。 这种互动，显示你们的

关系正在往前发现。你完全

可以对彼此有信心。

周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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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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淡定欢没追求

双向暗恋什么的最有趣了

呀！别气馁，女孩子讨厌一个人

的“躲避”和出于羞涩的“回避”

区别很大，你不至于看不出的。

@

初秋适合旅行

她不怎么主动找你说话 ，

你就多找点儿机会和她聊天

嘛。她平时对哪些东西感兴趣？

细心观察，才有话题啦。

@

求不加班

两个内向的人在一起 ，也

不一定就是沉闷无聊的， 许多

内向的人只是一种自我保护 ，

内心很丰富。但是相比来说，她

们会更加谨慎， 所以你不要一

开始就表现得目的性很明确 ，

而是用朋友正常交往的方式去

接触，去靠近，慢慢来。

周公子：

我问老公： “如果我不能

生育， 你要我吗？”

他说： “那是不可能的。”

问了好几回都这样说， 就

是不说要或不要。 他是怎么想

的？

答：

你这样问， 是想通过一个

极端的情况， 来试探老公爱不

爱你吧？ 如果你不能生育， 老

公都坚定地表示要你， 那么你

就会放心一点； 如果他这样暧

昧， 不说要， 也不说不要， 你

就一直无法放心。

然而， 你这样试探， 本身

就容易让老公感到奇怪。 他未

必明白你的意思， 却可能会困

惑于“为什么你老是纠结于一

件不可能的事？” 于是， 他一

直谨慎不表态———但在你看起

来， 就好像他不爱你， 却不想

告诉你那样。

其实， 老公爱不爱你， 对

你是否坚定， 你应该知道答案

啊。 你这样迂回试探， 求来的

答案， 只怕未必理想呢。

周公子

周公子：

男友跟我感情很深。 可他

背着我出轨 ， 同一个女人两

年。 我该相信他只是单纯身体

出轨么

?

否则怎么会和我结婚？

答：

这个世界上， 哪有“单纯

身体出轨” 这样的事？ 试问，

他的身体不是受精神支配的

吗？ 他不知道出轨会伤害你

吗？ 他不知道第三者会破坏关

系吗？ 如果他一点都没过脑

子， 那他怎么懂得出轨要背着

你呢？

很明显， 出轨是身体+精

神双出的， 从来没有单纯一

说。

至于他和你结婚， 这是有

很多理由的。 有可能———

他就是贱 ， 喜欢一夫多

妻， 娶了老婆还要纳妾。

他不大喜欢你， 但出于种

种考虑， 娶了你。

他觉得， 那个女人身上，

有些你没有的品质， 比如与他

特别谈得来等等。 但现实中，

他们无法在一起……

无论如何 ， 你现在纠结

“是不是单纯身体出轨” 没有

意义。 你得考虑一个问题： 你

还要不要这段感情， 能不能接

受他出轨两年这个事实。

我建议你和他谈一下， 问

问他的实际态度。 如果他有心

和你过一辈子， 那么， 他就要

显示出自己的诚意， 让你能够

相信他。 否则， 这事就会成为

一块心病， 永远横在你们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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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恩爱，但他们选择分居

一般来说，能够称为“伴侣”的

人，生活上都是同居的。无论他们是

夫妻还是情侣，回家都会住在一起，

相伴相依。 这样的生活形态才能叫

做“伴侣”。

然而，近年来，文明社会出现了

一种“分居伴侣”，很大部分都是老

年人。他们不打算结婚，也不愿意改

变原来的生活空间，宁愿定期约会，

分享爱和亲密， 之后再重新回到各

自的领域中。当然，这种伴侣关系也

包含了专一和承诺， 是一种认真的

正式关系。

美国佛蒙特州的斯克里布纳，

今年 64 岁， 他和 71 岁女伴布龙斯

坦就是一对“分居伴侣”。每个月，他

们都会有两次共度周末， 然后回到

各自的小镇独处。在分开的时间里，

他们不会聊天、发信息或视频通话，

有需要时才会发邮件。

跟“异地恋”“周末夫妻”不同的

是，这些“分居伴侣”并没有迫于无

奈。 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走不开、儿

女反对、住房太小”等理由而被迫分

居， 而是主动选择、 并享受这种状

态。 他们乐于在“分享”和“独处”之

间来回切换， 轮流享受亲密和自由

的不同感觉。

这种关系状态， 对于那些就算

没有感情也要“找个伴”一起住的人

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后者更强调

一种共生之下的安全感，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只有同居，生活上彼此照

顾，这样的日子才会令人安心。如果

分开生活，或者独自居住，他们就会

产生很大的焦虑， 会担心对方离开

自己，或者自己遭遇不测，叫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容易陷入这类

想象中， 所以宁愿忍受共同生活的

一些问题，也要找个伴侣陪着自己。

相比之下，“分居伴侣” 就没有上述

焦虑。

但这也不是说，“分居伴侣”的

心理就更高级，更完美。实际上，“分

居伴侣”只是不一样的人。他们往往

对亲密关系带来的不便会更有戒

心， 会担心伴侣过多地侵占自己的

空间， 或者很大程度改变他们熟悉

的生活，所以，他们才会坚决地划定

界限， 在亲密关系中紧紧地保护独

处的机会。

这样强调自我的人， 其实每个

时代都有， 但不是每个时代都有选

择的自由。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的人

更有条件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他

们决定做“分居伴侣”时，只要大家

商量好就可以了———不会有人过多

地指责，也不必担心物质匮乏，以致

“不抱团就活不下去”。

多种形态的伴侣关系， 是繁盛

年代才能拥有的产物。 由于社会有

足够的支持力， 所以人们才有底气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不会受到过

多的束缚。

能生活在这样的年代， 实在是

一件幸事。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