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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

想分手又怕伤害她，提还是不提？

周公子：

想和女朋友分手， 但

又怕到伤害她。 她是那种

很乖的传统女生， 没有什

么主见。 一心就是想嫁给

我。 但我们性格有很多不

合的地方。

女友特别节约 ， 舍不得吃 ， 舍不得

穿 。 我用钱， 她也要我精打细算。 其实

我每个月都能存到钱 ， 她还是会觉得我

乱花钱 。 之前想和她出去旅游 ， 她也会

觉得这是浪费钱。

带她出去和朋友玩 ， 她也不喜欢热

闹 。 难得让她陪我去同学聚会 ， 朋友之

间玩的小游戏 ， 也不过分 ， 只是女生用

手碰脸猜人而已 ， 她也坚决不玩， 还不

许我玩， 弄得气氛非常尴尬。

她生气了也不会说出来 ， 就是不说

话， 感觉很累也很无趣。 我想和她分手，

又怕会伤害她， 也有些舍不得她。

答：

你觉得没意思， 归结起来

有两种原因：

第一， 你不喜欢她管着你。

她干涉你的生活， 让你觉得很

无趣， 处处都受束缚。

第二， 你希望她融入你的

朋友圈。

基于这两种原因， 我建议

你直接了当跟她说清楚， 如果

她答应改善， 你们就能继续下

去， 你也不必因为“舍不得她”

而伤脑筋了。

如果她不答应， 或者一段

时间都没有改变， 这时， 你提

出分手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周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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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暗黑料理

如果我有一个愿意帮我省

钱的女朋友， 开心都来不及呢 ！

毕竟， 现在社会里很多女孩子都

很现实，你还是珍惜捧好这碗“狗

粮”吧！

@

如果你爱我

无比认同 。 虽然我是女孩 ，

但我也很讨厌被约束的感觉。 谈

恋爱本来就是因为相处开心舒

服才在一起的，现在都过得那么

别扭，结婚后岂不是更难受。 长

痛不如短痛 ， 难道还要留着过

年？

@

阿

Yan

感觉你不是怕伤害她，而是

你还很喜欢她 。 只有喜欢一个

人 ，才会如此纠结和难受 ，否则

你早就离开了。 所以 ，与其一个

人纠结，不如将心里的想法向她

坦白。 大家都把话聊开，彼此才

能更了解对方。 说不定一切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呢。

周公子：

前女友的姐姐给我打

电话 ， 说有事找我 。 我答

应了 ， 她姐姐就来了 ， 还

带着我前女友 。 她们让我

帮忙办了个小事情 ， 说晚

上要找我出去吃饭 ， 我拒

绝了 。 想知道前女友到底

是什么意思 ？ 她姐找我有

事 ， 她跟来干什么 ？ 求帮

忙分析一下， 谢谢！

答：

你好像挺矛盾的。

说你不关心前女友嘛，

你却在这里问人， 想来想

去， 拼命纠结， 一定要搞

清楚她的意思。

说你关心前女友嘛，

人家请你吃饭， 你却不肯

顺杆子爬跟了去———如果

你一口答应去了， 那现在

不就能搞清楚咋回事了吗？

实际上， 无论她实际

的意思是什么， 但她姐开

口请你帮助， 请你吃饭，

她跟着来， 这本身就是一

个友好的表示， 确凿无疑

的。

我看你啊， 还是不要

太端着了。

周公子

周公子：

我和我前对象是通过

彼此父亲认识的， 见完面 ，

没几天就订婚了 。 订婚完

没有见过面 。 虽是同一个

地方的， 但她在外地上班，

平时只是通 过 电 话交 流 。

她拿我当取款机 ， 完了平

时电话中也 是 吵 闹不 断 。

我们有近半年没电话联系

了。 我彻底对她没感情了 。

请问 ， 我怎么能把这个事

情完美地处理掉？

答：

为什么你一定要追求

“完美处理” 呢？ 你的这段

感情， 整个过程就是不完

美的。

你和对象介绍认识，

没有感情， 先前不是彼此

看上对方的， 所以不完美。

没有经过深入了解就

订婚， 草率， 所以不完美。

见面太少， 不利于增

进感情， 所以不完美。

她拿你当提款机， 吵

闹不断， 双方都不愿意再

联系， 所以不完美……

这段感情， 早已是千

疮百孔， 支离破碎， 你还

追求“完美分手” 干啥呢？

趁早， 把话说清楚， 把婚

退了， 收拾心情重新出

发———这才是你该做的事。

周公子

“纯女班”绝非好事

河南的一家学院， 全班 43 人，

清一色都是女生， 没有男生。 很多

教育界人士都对这种严重的性别失

衡感到忧虑。 然而， 班上的一个女

生却说， 爸爸听到会高兴的， 因为

再也不必担心自己谈恋爱了。

孩子在求学时期谈恋爱， 的确

会让很多家长都感到担心。 然而，

河南的这家学院招收的可都是本科

生， 这意味着，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

人很快就要步入国家法定婚龄， 可

以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了。 在这种情

况下， 如果再让他们处于单一的性

别环境中， 在不了解异性的状态中

懵懵懂懂地度过 4 年， 那么对他们

的心理发展来说， 其实是有损失

的。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哈维赫

斯特曾列举了青少年发展的 8 项任

务， 包括———

1. 成熟的伙伴关系； 2. 性别角

色； 3. 积极的身体意象； 4. 情感的

独立性； 5. 为婚姻做准备； 6. 为职

业做准备； 7. 道德、 价值观的形

成； 8.社会责任感。

这 8 项任务里， 1、 2、 4、 5 是

直接和两性互动有关的， 青少年需

要在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体验到

“我的性别是怎样的、 如何保持正

常的人际交流、 恪守怎样的界限、

什么是亲密关系、 它的内涵与责任

是什么……”

这些事情， 不可能仅仅通过书

本来学习， 也不可能在闺蜜谈话这

种单一性别的场合里被充分地领会

到。

其余的 4 项， 实际上也离不开

健康的性别观念。

比如第 3 积极的身体意象， 就

包括“在异性眼中， 我的身体是一

个什么样子” 的体验； 第 6 为职业

作准备， 包含了跟不同性别同事相

处的技巧； 7 和 8 的发展， 更离不

开健康性别观念的巩固。

所以说， 青少年要完成自己的

发展任务， 绝对不是活在“真空”

里面， 隔绝与异性的交流， 就能够

做到的。 青少年需要从书本中学

习， 更要在不同的性别之中交流体

验， 这样成长， 才能算是健康的，

完整的。

周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