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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胎单身的我，居然梦见和别人亲吻？

周公子：

我是单身 的 ， 母 胎 单 身

（指从未谈过恋爱）。 只喜欢过

别人 ， 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

但昨天晚上， 我梦见自己和一

个成年男人接吻了 。 这个男

人， 我一直看不清他的样子， 但感觉还是挺

好的……说不出来。

我想知道， 为什么母胎单身的女生也会

梦见和别人接吻呢？

@Yip

叶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 或者你的桃花

运马上就要来了呢。 这

不是预兆或什么， 而是

反映了你心里对恋爱的

渴望。 这份渴望会让你

在行为上趋向于向异性

散发自己的魅力……所

以，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

下了。

@

李甲鱼

呃 ， 不 过 是 梦 罢

了， 我还梦见过自己当

爹了呢， 但也只是梦一

场。 有人说梦境通常反

映的是自己的现实心理

状况， 当时我也想了很

久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

的渴望， 最后反而给自

己加重了不少压力。 所

以我觉得， 你不用想太

多。 无论是不是母胎单

身， 反正总有一天你会

真的恋爱， 我也会真的

当爹。

@Dumm

因为接吻本来就是

很美好的事呀！ 而谁又

不渴望能拥有一份美好

的感情呢。 这没啥好害

羞的。

老伴儿在年轻时脾气好好

的，没想到老来却性情大变。 这种

情况，你是否经历过呢？

最近在河南郑州， 一位公交

车车长就见证了这么个事儿：一

位大妈拎着大包小包独自乘车，

情绪十分低落。 车长见状就上前

询问。 结果大妈吐槽说，老伴儿的

脾气和年轻时反差太大了， 一点

也不温柔，她感到很委屈，所以想

离家出走。

车长知道了以后， 耐心地开

导大妈，最终大妈消了气，又被送

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由于这件事只有很短的一个

片段， 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到大妈

和老伴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

而， 老年人的婚姻经过几十年的

磨合，通常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突

然间发生了改变， 那么有两个原

因是值得留意的。

首先是器质性问题。 最常见

的就是“大脑退化”。 因为，人到了

一定的岁数， 大脑的前额叶就会

产生退化， 而这个区域正好是控

制情绪冲动的地方，是愤怒、哀伤

等一系列情绪的“刹车阀”。 如果

它没有以前那么管用了， 人就会

变得任性，难以控制自己。 也就如

大妈说的：没有以前那么温柔了。

第二个原因。 是家庭结构的

变化影响了夫妻关系。 在一些家

庭里， 老夫妻之所以长期相安无

事， 是因为他们把精力放在其他

家庭成员身上。 比如关心儿子的

婚姻，或者关注孙子的求学等等。

他们在这些地方获得快乐， 消耗

精力，一天到晚忙下来，就没有心

思顾及彼此了。

然而，到了晚年，儿孙都可能

离家而去，剩下两老朝夕相对。 这

时他们就会发现， 一来不知道怎

样去面对彼此，二来，从前那些获

取快乐、发泄精力的手段，如今都

没有了。 闷在家里无事可做，有力

气没处使， 自然就会导致纷争变

多。

所以，近年来，老年人的婚姻

问题日渐突出。 夫妻冲突，晚年离

婚，这些现象都在威胁着不少老人

的晚年生活。 由于对自身年龄特

点以及婚恋心理缺乏了解，很多人

都会感到迷惘， 只觉得对方改变

了，却不知道为何，也不知道应该

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社会的

重视， 需要通过更多的科普教育，

让老年夫妻认识自身， 认识婚姻，

这样他们晚年的幸福才会更有保

障。

周公子

老伴儿突然性情大变？ 警惕大脑退化问题！

围

观

团

周公子：

为什么我一次次地离开他 ，

回头后发现他还在原地？

他买了糖 ， 第一个给我 ， 生

气了也不骂我 。 我骂他不还口 ，

打他不还手 。 见到我 ， 他会一直

看我 ， 兴趣爱好都是我喜欢的 。

见到我和别人走 ， 他会皱眉头 ，

看到我和别人在那捣鼓 ， 他会凑

上去看。

别人加他他没同意， 我加他，

他一分钟通过 。 和别人相处是安

静 ， 和我相处是沙雕 。 我离开他

之前 ， 他会问我为什么 ， 回来了

之后 ， 问我回来了吗 。 我说他以

前的照片丑， 他立刻删了。

我让他跳社会摇给我看 ， 他

想都没想就跳了 。 我没说让他不

和女生玩 ， 他就开始不和别的女

生玩了。

我周围的人都说 ， 他把我看

得挺重要的 ， 但从细节里我找不

到他爱我的证据。

答：

你说找不到他爱你的证据，但

实际上，你上面说的，处处都是证据

啊。 一个人， 所作所为都围绕着你

的心意，为你改变那么多，也愿意

付出和忍让———如果这些，你都非

要说“不是爱你的证据”，那么别人

也无话可说了。

如果你要一个证据，那么，怎样

的证据才能让你放心呢？ 要他当众

跪下来吗？ 要他手捧一束花表达

“我爱你”吗？ 还是让他在你楼下摆

一地蜡烛，喊楼喊到所有人都知道

呢？

无疑，这些轰轰烈烈的场景，也

是一种证明。 但是， 一般人平时很

少会做这些事，而且，有些人会抗

拒这么张扬， 觉得那与小丑无异。

但是，他们不做这些事，不代表不关

注你。 他们可能会通过另外一些自

然的方式，就如现在，他默默地为你

做了很多事。

如果你看不到这些，那你对自

己的信心未免太匮乏了。

周公子

周公子手记

答：

因为接吻这回事， 象征着很多人

类的情感。 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单身，

都可以通过接吻释放感情。

事实上， 嘴唇本来就是一个带来

快感的器官，正如弗洛伊德说的，人有

“口欲”，所以，我们也能观察到很多人

类通过嘴唇满足自己的行为———例

如，婴儿没有奶喝的时候，叼着一个吸

奶嘴就能平静下来； 婴儿和母亲会亲

吻彼此，然后感到快乐；成年人寂寞的

时候，有些会吸烟，有些会咬指甲，这

些都是唇、齿、舌头带来的满足。

因此，回到这个梦境之中。 母胎单

身的女生梦到自己和成年男性接吻。

这有可能代表， 她也想要一点亲密的

感觉，一种被人爱护、无条件接纳的，

类似婴儿时期的满足感。 所以，她的潜

意识设计了这样一个梦， 无非就是让

自己开心一点罢了。

如果梦里的情绪不错，那么，这也

是个很好的梦呢。

周公子

周公子：

我喜欢一个女生 ， 大概喜欢

了一个月吧 。 现在天天和她在微

信聊天 。 昨晚 ， 我说 ： “我突然

想你了 。 ” 她发来一个奸笑的表

情。 请问， 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

这是有很多可能的。

比如说，你说“我好想你”，这

是一句有压力的话。 如果她不是你

的正式女朋友，那么，她的回应是

带有表态成分的。 她表现得热情，

就好像答应你一样。 她不热情，就

好像拒绝你一样———无论如何，表

态，是让人有压力的。 所以，她发来

一个奸笑的表情，看起来没那么正

式的， 也可能是希望开个玩笑，暂

时不做明确的表态。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她有些东

西没有告诉你。 比如她也想你，或

者她早就有男朋友了，但没有跟你

说。 所以，她发一个奸笑的表情，为

自己能够成功隐藏秘密而感到快

乐。

当然，也有可能，她干脆就是

发错了，懒得撤回。 因为她不在乎

你的感受，或者认为，这不是什么

大事。

所以， 一个聊天的短暂场景，

背后可以有无数的解释。 你很难通

过一个场景去推断一个人的想

法———只有多互动， 多去了解她，

你才能准确地把握她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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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