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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情感专栏作家。

情感问题请私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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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子手记

他清空了微博回来找我，他是爱我的，对吗？

前几天，英国哈里王子夫妇宣

布“退出一线王室成员角色，寻求

经济独立”。虽然具体怎么退、放下

多少责任、放弃多少权益，都没有

进一步说明，但已经足够让英国震

动了。 很多人都表示，英国纳税人

一直供养着他们，相应的，他们也

应该为英国的发展出一份力。 现

在，他们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理由

说走就走，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哈里王子是戴安娜王妃的次

子，英国女王的孙子。长期以来，这

位“二王子”给人的印象都是“有点

叛逆，但大体上都能和家族和谐相

处”。哈里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人

的爱玩和鲁莽，也出过一些不好的

绯闻，但在加入军队、开始履行王

室责任之后，他的形象已经慢慢改

善了。 但没想到，结婚生子后没多

久就出了这档子事。 不少英国人都

认为，这和他那位家庭背景复杂的

妻子“挑唆”有关。

当然，实情如何外人是不知道

的。 然而，像哈里王子这样，单身时

能够和家族和谐相处，结婚后却闹

出幺蛾子的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

是。

从家庭动力学的角度看，一个

家庭成员结婚，意味着这个家庭的

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 在这个过程

中，摩擦和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就如哈里这样的男人， 结婚

后，妻子会对他和家族关系产生很

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妻子会起一

个支撑的作用，这在控制欲强的家

族里尤为明显。 在这里，族长决定

一切。 个人的发言权很小，愿望常

常被压制， 光凭自己也无法反抗，

于是长期习惯了一个从属性的位

置。 但是，当他娶进了一个有主见

的妻子之后， 局面就有可能改变。

这个亲密伙伴会成为有力的支撑，

鼓励他和家族周旋。 这时，矛盾也

会随之出现，直到这个成员和家族

达成新的秩序为止。

还有， 妻子会起到激发的作

用。 在她受委屈的时候，让男人奋

起保护她。比如哈里王子。从前，他

的母亲戴安娜王妃死于狗仔队的

追猎之中。 现在，他自己也备受狗

仔队骚扰。 但因为要履行王室责

任， 他有时不得不忍受这一切，甚

至习以为常———但是， 到了婚后，

他发现妻子和孩子也逃不过这样

的命运。 这时，他的怒火就被点燃

了。 他选择撂挑子走人，也是对狗

仔队风气的无言反抗。

就如上面所说，一个成员的成

婚、生育，对于家族的结构会产生

重大影响。 过去他能忍受的东西，

现在可能无法忍受；过去他忽略的

东西，现在可能心心念念。 这种态

度的改变，会随之影响到他和家人

的关系。 搞不好，就会成为一个家

族的多事之秋。

所以，对于那些习惯聚居的家

族来说，在成员婚前多接触他们的

未来伴侣，这是很有必要的。 创造

机会，让大家多了解、多适应对方。

这样，结婚带来的关系冲击，才有

机会被最大程度地降低。 生活，才

能平稳地进行下去。

周公子

成员结婚，是一个家族的“多事之秋”

周公子：

男朋友一年前为了一个女

生跟我分手了。 半年后， 那个

女生跟他分手 ， 他挽回无果 ，

回来找我 。 我相信他是爱我

的， 给了他机会。 半年后， 他跟我分手了又

去找那个女生。 和好的第二天， 他带那个女

生回了家， 见了父母。 但那个女生的爸爸妈

妈以死相逼， 过了不到半年， 他俩分了， 中

间纠缠了一段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他回来找

我了， 我又心软地接受了他。

他给那个女生发信息， 从未终止过。 虽

然那个女生从来没有回复过他， 但是他一直

发； 又发微博感伤， 他知道那个女生一定会

关注他的微博的。 现在， 他突然把微博全部

清空了， 是打算放下这个女生了吗。 他现在

发微博， 我给他评论， 他会给我回复。 他知

道那个女生会看到， 他现在是爱我的对吗？

答：

你能问一句“对吗”，就说明，你自

己很清楚———他不爱你， 他一直不爱

你。 所以，他才会见了那个女生，就马

上爱上她，然后无情地一次次离开你。

只要那个女生留出一丝机会， 他就会

回到她身边。 把你留下来当备胎。

事实就是这样，你是一贯知道的。

然而，由于你很爱他，所以总是一次次

给自己希望，骗自己说：“他爱我。 ”

然而，既然你这么想得到他，我们

不妨换个角度看： 现在他们算是没戏

了。但这个男人看起来是那种“身边一

定要有一个人”的。 那么，这个人的位

置，目前你就是最佳人选了。你可以继

续和他在一起，眼下没有人和你争，未

来尽管很难说， 但你可以给自己一次

机会。

你们 3 个人，后来会怎么样，这是

不知道的。但你为自己争取过，和没有

争取过，这也不一样的。

周公子

@

野狼

disco

他不爱你， 不爱你， 不爱

你 ！ 为什么你就不能清醒点

呢 。 要不是那个女生一直不

理你男朋友 ， 你连站的地方

都没有啊 。 连回复评论这么

小的事都能把它当成爱你的

“证据 ”， 在这段关系里可见

你有多么 “卑微”。

@cicelia

你其实知道他从不爱你 ，

对吗 ？ 你能原谅他一次次背

叛你们的感情 ， 代表你真的

很爱他 ， 你愿意包容他 。 既

然如此 ， 你要想自己和他好

好过 ， 就别追问他心里到底

爱不爱你 。 这根 本 不 重要 ，

因为你一个人就能演好这出

“独角戏”。

@

四叶草

你男朋友删掉了那些与

她有关的微博 ， 或许是真的

想放下了 ， 但不代表他是爱

你的 。 难道你没发现 ， 你一

直只是个备胎吗 ？ 或者他不

会再回头 ， 但当另一个比你

更优秀 ， 更适合他的人出现

时 ， 他很可能就会立马抛下

你 。 留住一个人的心 不 难 ，

难在你从来不肯面对 ， 他从

未对你用过心。

周公子：

结婚

7

年了 ， 和老婆平

时不怎么说话 ， 身边朋友也

都结婚了 ， 也不像以前什么

话都说。 现在想找一个愿意

听你吐槽的人都没有了 。 时

间长了 ， 好累 。 有没有什么

能说心里话 ， 还不用担心被

人知道是我说的途径？

答：

途径是有的。比如说———

你可以在社交平台匿名开一

个账号，一般人不会知道你是

谁。 在上面，你可以把心里话

全部说出来。 这样，看到这篇

文章的人，只要内心勾起了共

鸣， 就可能会和你聊上几句。

你可以从中挑选合适的，再深

入地聊下去。

你也可以寻找一些社团、

成长小组， 大家彼此不认识。

就从浅浅的交流开始，慢慢寻

找有没有投缘的知音。

其实，人际关系都是来来

去去的，有些朋友没法陪伴你

一辈子，有些人在某些阶段可

能会离你很远。 这时，你就想

办法建立新的关系，让自己活

得没那么孤单。

或者，你需要改造旧的关

系， 例如找出婚姻的问题，把

沟通做得好一些———不然，你

也不想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吧？

周公子

周公子：

因为爸妈反对 ， 我拒绝

了她 。 分开那天 ， 她哭了 。

这次看她晋升失利 ， 我发消

息安慰她， 她没回 。 她是怎

么想的？

答：

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

式。 你拒绝了她，让她这么伤

心。 她要让自己好起来，就必

须远离你。 不看到你，不给自

己希望，然后，她就能慢慢地

重新适应没有你的日子，让自

己的人生走上新局面。 所以，

她不回你，是天经地义的做法。

只是，你这个人真是有点

不清不楚的。你既然决定了不

在一起，又去撩人家，这不是

耍人吗？你是不是想她的心挂

在你身上，但不必为她的幸福

负责？

总之，如果你决定了不在

一起， 就应该把空间留给她，

不要去打扰， 让她自己好起

来。 这是一种应有的教养。

但是，如果你后悔了，想做一

个感情独立的男人，不完全听

命于父母，那么，你就拿出一

个成年男人的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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