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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妻儿，为什么还跟我暧昧

最近， 美妆博主宇牙被家暴

的视频震惊网络。 她的伤痕，她的

眼泪， 还有她被老公从电梯里拖

出去的一幕， 都让网友对家暴这

件事越发义愤填膺。

然而，在这件事之后，我写了

这样一段话：

多少人， 一边喊着“不得了

啦！ 宇芽被家暴了！ 男人打女人

了！ ”一边回家把孩子结结实实揍

一顿， 在 ta 有力气还手之前———

实际上，家庭暴力是一个链条，打

孩子和打老婆不是各自独立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家庭暴力是一种习得性

行为。 一个成年家暴者，或者一个

成年受害者， 他们的选择都跟过

去的经历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一

个男人打老婆，就是他爹妈教的；

一个女人挨打不敢吭声， 也源自

于她的爹妈曾经做过悲惨的示

范。

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当父母把殴打孩子作为主要

教育手段时， 孩子就会往两个方

向发展： 一是获益者。 一是牺牲

者。

在获益者的成长中， 孩子挨

打，妈妈可能也挨打。 孩子看到了

父亲的孔武有力， 崇拜他专断独

行的力量感， 从此就在心中种下

一个信念：只要动手，别人就会服

从我。 如果不动手，别人就不肯跟

我合作。 所以，在长大后，孩子会

把暴力视为应对分歧的主要手

段。 因为一来，他已经学会“暴力

就是有用”。 二来。 他也没学到其

他的斡旋手段了。

在牺牲者的成长中， 孩子则

倒向另一个极端：孩子挨打，妈妈

可能也挨打。 孩子跟妈妈一样，非

常害怕父亲。 但同时，她们都对父

亲无能为力。 当殴打发生的时候，

妈妈不能保护她。 她只能瑟缩一

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邻

居不会管这事儿， 小同学只会嘲

笑她。 天长日久，她就会形成一个

信念：当对方打我的时候，我只有

顺从听话，才能息事宁人。 如果我

反抗，就会招来更大的报复。 如果

我求助， 身边是不会有人帮助我

的。于是，长大后，孩子就成了家暴

的牺牲者。

所以说， 防止家庭暴力是一

个系统性的工程。 我们要防止成

年人之间的家庭暴力， 更需要从

根源做起， 防止大人在小孩身上

种下暴力的种子。 如果我们允许

父母殴打孩子， 却禁止老公殴打

老婆， 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很天真

的。 暴力的链条在源头不斩断，

后面再怎么控制？ 最多只是治标

而不治本吧。

周公子

斩断家暴根源，从不打孩子做起

周公子：

我有一个暧昧对

象 （他是我的初恋 ，

中间没有联系了 ， 后

面重新联系 ， 暧昧过

一段时间 ）。 前几天 ，

我把朋友圈头像和封面都换成情侣

那种类型 （我并没有恋爱， 只是觉

得好看就换了 ）。 过了几天 ， 他也

把朋友圈和头像换成情侣那种 （他

那时候是刚谈了一个， 他没说， 但

是我听朋友说有 ）。 我其实挺不开

心的， 又把朋友圈的头像换掉 。 隔

天他也换掉了。 他是不是也在关注

我？

答：

这看起来也太巧了，

同时换情侣类型，同时撤

掉。 如果说，两者没有任

何关系，恐怕也讲不过去

吧。

只是，虽然你们之前

好过， 现在也一直暧昧，

但是他“有女朋友”这个

事实毕竟是对你不利的。

只要他不是自由身，你跟

他拉拉扯扯，对你就没有

好处。

所以，我建议你静观

其变，看他有没有下一步

的行动。 如果他还来撩

你，你就把他的恋爱情况

问个清楚，然后再做下一

步的计划。 千万不要不清

不楚的，最后还把自己搭

进去。

周公子

@

喵先森

你自己都说是暧昧对

象了 ， 那就表示你们之前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 在这

种关系上你还去在乎他是

不是关注着你 ， 只能说你

也太傻太天真了。

@TT

你不开心是自然的 ，

因为明显你对他的关注更

多于他对你的 ， 更何况他

明明有了女朋友也不承认，

这就表明他对你根本就不

真诚 。 这种状态下一动不

如一静 ， 先观察一段时间

再说吧。

@

猜猜我是谁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凭第六感来说 ， 他确实是

在关注你的 。 但他对你喜

欢得还不够多 ， 而你也不

够主动 ， 所以你们就只能

一直处于暧昧关系呗 。 从

暧昧变恋爱 ， 总要有人打

破那层迷雾勇敢地表明心

意。 现在都

9102

年了， 你

还要这么被动地站在原地

等个结果吗？

周公子：

我

49

岁了 ， 老婆比我小

13

岁 ， 有癫痫 。 她嫌弃我穷 、 老 、

赚钱少。 我是个修家电的个体户，

我们的孩子

4

岁 。 她说离婚 ， 孩

子她不要 ， 也没有抚养费 ， 因为

她一直打工 ， 没有什么钱 。 房子

是婚前财产。 现在我该不该离婚？

答：

谈论该不该离婚，你得先看彼

此有没有感情基础。 比如说，你们

是自由恋爱， 还是简单地相亲认

识，没有什么感情，谈妥了条件就结

婚？ 此外，婚姻期间，你们的关系好

不好？ 是不是相濡以沫、彼此关心？

还是长期分居， 或者打打闹闹？ 如

果有感情基础， 婚姻就可以挽救。

否则，再纠缠也没有意思。

看你的描述，说的都是外在条

件：岁数、经济、房子、孩子……唯独

没有提你们的感情。 为什么不提？

是没有，还是一言难尽？ 如果真的

没有，那么，拖了这些年，梦也该醒

了。

周公子

周公子：

我儿子与继父发生冲突 ， 我

该如何安慰孩子 ， 并不伤继父面

子？

儿子读大学 ， 偶尔回家有些

懒惰。 继父爱挑毛病， 出口伤人，

但没大的矛盾和原则问题 。 这次

继父先踢了孩子， 孩子就没忍住，

防御了一下 。 孩子没毕业不可能

脱离家庭 ， 为这事儿 ， 也不值得

我们再离婚 。 想请教一个正确的

处理方法 ， 既能安慰孩子也能家

庭和谐。

答：

从你的描述看， 这事从头到

尾，大部分就是你老公的错。 你知

道他出口伤人，一贯如此。 而且，这

次是他先动的手。 所以，你会想到，

如果要安慰你的儿子，势必要指责

你的老公———但是，你不想刺激你

的老公， 因为你害怕再离一次婚。

你的困境正在于此： 你害怕离婚，

就不敢去阻止你老公的暴力行为。

你不阻止，就没法给你儿子一个交

代。 这样，他也许会怪你，也许会恨

你的老公。 那么，他们的下一次冲

突就很难避免。

要解开这个困局，你就要拿出

勇气去阻止你老公的暴力，无论口

头还是身体，都得禁止。 你要让他

知道，有话可以说，但绝对不能动

手。 否则，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主

持公道。 这是你的底线。

当你有了底线，你家的暴力循

环就有希望终止。 不然。 如果你害

怕离婚而不敢动你的老公，他吃定

了这一点，就会有持无恐。 而你，因

为害怕离婚而任凭你的儿子受伤

害，也是枉为人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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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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