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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破坏她的家庭，也不想放弃她，该怎么办？

周公子：

我是离异单身男， 是

一家公司的副总。 下属有

个部门女经理， 已婚。 不

知从何时起， 我开始疯狂

地喜欢她， 她在我心里就

如同女神一样。

我们基本无话不说， 偶然一次， 我

得知她并不喜欢她老公， 而且她老公也

经常不在家陪她， 我就有了追求她的想

法。 我知道， 这不道德， 但我确实太喜

欢她了， 控制不住。

一次公司庆典 ， 我和她都喝多了 。

我抱着她送她回家。 因为我很尊重她 ，

所以并没有任何出格举动 。 从那天起 ，

我就时常请她吃饭， 送她礼物， 她也不

拒绝， 而且总是很配合地避开公司其他

人单独和我 “约会”。

有一次我约她去泡温泉， 她也欣然

接受， 我们睡在一间房里， 标间， 各睡

各的床，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之间

连正式拉手都没有， 我顶多是在她手划

伤的时候给她贴创可贴。 再后来， 她晚

上值班我都陪着她 。 平时我对她很好 ，

想吃什么立马给她买， 大小礼物也没断

过。

她对我也不错 ， 总关心我吃没吃

饭， 工作上也很马首是瞻。 酒局上， 她

知道我酒量不好 ， 都会主动为我挡酒 。

我从没表白过， 她知道我喜欢她， 但从

来不会有任何暗示和回应。 有时， 我会

在微信上小挑逗一下， 她总是以哭笑的

表情带过。 我现在有点茫然了， 有几个

问题请教大神：

1.

她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 她基本

不拒绝和我一起做许多事情 （除了上

床， 我也不会去做 ）， 也不拒绝我对她

的好， 甚至可以和我一起单独过夜， 她

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破坏她的家

庭， 但确实太喜欢她了。 她的婚姻不幸

福， 就这么放弃， 我确实不甘心。

3.

如果我们之间有可能， 我下一步

该怎么做？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请帮帮我， 不要骂我， 理性地分析

一下好吗？ 谢谢了！

@TaTa

还是忍不住想骂你， 你这

不就是典型的 “做了

xx

还想

立牌坊” 的三儿吗！ 你以为自

己很有道德感？ 你主动制造了

那么多 “机会 ”， 其实不就是

为了想试探她吗。 如果她主动

了， 你还可以撇个干净呢， 我

没想干啥啊 ， 是她扑上来的

……劝你一句， 做人还是真实

点面对自己吧！

@

漂亮牙套小姐姐

她怎么想还不够明显吗 ？

她的不抗拒， 其实就是在表明

心意———她喜欢你。 但你和她

是否能顺利解决现实的困难走

到一起现在还难说， 她可能也

有自己的顾虑， 或者是出于道

德感， 或者是对她丈夫还有感

情。 如果是前者， 你给足够信

心她， 陪她一起面对可能就能

解决了。 但如果是后者， 那大

概就只能等她自己慢慢想清

楚， 到底是选择你还是现在的

婚姻。

@

肖球球

你真心喜欢她， 真的尊重

她， 就应该先表明心意， 然后

给她腾出时间和空间慢慢想清

楚。 而不是一边制造一堆暧昧

机会 ， 一边又说自己是君子 。

你是君子， 那她又成啥了？ 呵

呵。

自从 100 年前， 女性开始外

出工作以后， 家庭男女收入比例

就逐年拉近， 甚至老婆赚得比老

公还多，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 然

而，在人们的观念之中，他们真的

能够适应这种新变化吗？

近日， 英国的一项研究就发

现：别说老婆赚的跟老公一样多，

甚至比他还多———就算老婆的收

入仅仅只超过家庭总收入的

40%，男人也会压力山大。

而且， 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个

有趣的矛盾： 如果老婆收入为 0，

男人会有压力； 如果老婆赚得比

男人还多，男人还是会有压力。 总

之，在“自己收入占比”这个问题

上，男人是相当敏感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

很明显， 这首先与传统观念

有关。 大家都知道，“男主外，女主

内”在千年以来都是一个共识。 男

人就是应该养得起自己的老婆孩

子，不然就是个窝囊废。 这种观念

至今依然根深蒂固。 如今，男人不

一定强求自己一定要养起全家

了，但能不能占据顶梁柱的位置，

对于他们依然是重要的。 如果这

个位置失落了， 男人的自尊就会

受到挑战。

此外，在亲密关系里面，收入

和权力也有着微妙的连接。 一个

人赚得多，说话嗓门儿也大，这在

很多家庭里都约定俗成。 作为传

统一家之主， 男人当然希望自己

在当代社会也保持着同样的嗓门

儿。 所以，他们下意识希望自己的

收入占据重要分量， 这也是人之

常情。

这种传统观念影响着男性，

实际上也影响着女性。 很多女性

不想让自己太成功， 不想让自己

赚得比老公多， 就是害怕老公适

应不了“女强男弱”的收入差距。

所以， 她们之中的很多人宁愿找

一份平平无奇的工作， 或者不再

谋求升职，也要把自己和老公控制

在一个“男强女弱”的安全区间。

不过，绝大多数的女性其实是

不必过分担心的。 因为，对于社会

的变迁， 男性具有很强大的适应

力。 现在很多地方，男人可以坦然

的说，自己会听老婆话，靠老婆养，

平时最怕老婆……这种调侃的态

度，显示出他们很愿意放开心胸去

拥抱这个崭新的世界。

所以， 女性不必过分担忧，虽

然世界每天都在变，但只要我们的

身心是健康的， 就能适应这些变

化，并从变化之中获益。亲密关系，

也将因此日久弥新。

周公子

老婆赚得多，真的不会造成家庭危机？

围

观

团

周公子手记

答：

你的困境，在于定位很模糊。 请

问： 你想当一个光明正大的男朋友，

还是一个小三？ 你对自己定位模糊，

就会让自己的感情变得非常拧巴。

一方面， 你承担着男朋友的义务，照

顾她、宠爱她；另一方面，你却无法获

得男朋友的正常权利。 你的女人住在

另一个男人身边，堂而皇之和他出双

入对。 她保护着自己的名誉，保护着

自己的丈夫， 你却保不住自己的尊

严。

这一切要怪她吗？ 我想，很多的

时候只能怪你。 你没有给自己一个明

确的定位，所以就没有努力的方向。

如果你给自己定位为“正式男朋友”，

那么这一切就应该按照正当方式去

办：要么，你找一个单身的女孩子；要

么，你让她离婚，然后你们在一起，一

切都光明正大。 如果你给自己定位为

一个小三，你就好好地、无声无息地

隐藏，不要破坏别人家庭，不要想什

么下一步，不要指望关系能够见到阳

光。

当然，我知道，你最后还是希望

拥有一段正式的关系———那么，你可

以往这个方向努力，问清楚她想怎么

样。如果她犹犹豫豫，你就离开啊。在

这个过程中， 你必然付出道德代价。

别人会骂你，你也会责怪自己。 这种

感觉很煎熬，过程也会很漫长。 然而，

这也是你必须支付的。 如果不想支

付，就不要走这条路———其实，不走

也挺好的。 你不觉得吗？

周公子

周公子：

男朋友特别爱吹牛。 虚

荣心特别特别强， 自尊心也

特别强， 不爱认输认错； 强

势 ， 经常很浮夸地吹嘘自

己； 爱说谎， 整天这个追他

那个追他， 女孩都为了他打

架什么的， 要么就是说人家

和他表白， 他拒绝了。

很多事， 他都这样过度

浮夸地吹。 他什么心理？ 他

长得不帅，

180

多斤， 戴眼

镜。

答：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

“虚”荣心啊。

虚荣， 就是强势背后实

质是虚的。他自感弱小，所以

才需要膨胀；自感卑微，所以

才需要浮夸。感到无力，才需

要强势；感到没脸，才不能忍

受认输认错———这些都很正

常，因为人缺啥，就会拼命要

啥啊。

这些吹嘘， 出现是有规

律的，比如自尊心受压，跟人

比较，或者受到打击，都可能

刺激到他。 下次你可以观察

一下：什么情况下，他特别容

易发作？

观察清楚后， 你可以有

针对性地在这些方面肯定

他，鼓励他，提高他的自信。

当他真正相信自当， 就用不

着自吹自擂了。

周公子

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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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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