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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看我的她，微信却已读不回，是“欲擒故纵”？

“网红拉姆在直播中被前夫杀

害”的事件震动网络。 如今嫌犯已

经落网， 正接受警方的进一步调

查。 同时，这件事也再次引起了大

家对于长期家暴的关注。很多网友

都在思考：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一

再发生？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

悲剧呢？

其实，“长期家暴”之所以很难

根治，是因为它和“偶发性家暴”不

一样———在偶发性家暴中，当事人

的性格是大体正常的，家庭气氛也

没有大问题。只是偶尔冲突升级才

会导致暴力行为。事后，只要警示、

沟通、疏导，就能够避免暴力再次

发生。

但长期家暴则大不一样。 首

先， 施暴者常常存在性格问题，就

像拉姆前夫那样，打老婆已经打了

很多年， 一看就知道是个变态狂。

其次，长期家暴的家庭氛围也可能

不大正常。

在拉姆事件的评论区，有网友

就说，他的朋友是女警，特别痛恨

家暴男，遇到就会毫不犹豫地抓起

来惩戒，绝不手软———然而，往往

第二天，她就会看到受害者鼻青脸

肿地带着一群亲戚来到警察局，哭

着喊着要求放人。 最后，她只好把

施暴者放回去，直到下一次抓回来

为止。 这种事出现两三次，她就灰

心了。

这种场景，在长期暴力的案例

中一点也不罕见。 它揭示出一个问

题：在长期家暴之中，推动的人不

止一个———除了施暴者，还有容忍

他的家庭。 甚至，受害人本身也会

出于感情还有对家人的认同，变相

助长这种暴力。

容忍暴力的环境会造成一个

封闭的舆论场，不断地向受害人灌

输：“忍一忍就没事，婚姻就是这样

的，为了孩子，你必须忍下去。 ”在

这样的环境里，受害人也会发展出

“习得性无助”，认为自己做不了什

么，为了照顾孩子老人，自己就不

能远走高飞……于是到最后，受害

人往往就是默默承受，直到出大事

为止。

因此， 要救助长期暴力的家

庭，不能光指望报警，更需要整个

环境共同作为。

2004年，香港天水围发生一家

四口灭门惨案，同样是受害人被长

期家暴，最终酿成惨案。 事后，香港

社会做了很多反思，最终赞成把预

防暴力建设成一个系统工程，包

括：

警方要及时应答。 社工要定期

随访。 救助机构要主动为受害者提

供出路。 社区要建立受害者互助团

体。 环境要改善，打破“悲情市镇天

水围”的恶劣人居环境等等。 这些

措施，后来的确救助了不少长期家

暴的个案。

减少长期家暴，仅仅寄望于警

方或者“一个强大的母亲”来时刻

保护，都是不现实的。 它需要整个

社会形成合力， 各环节共同相应，

才能帮助受害人从暴力的泥淖之

中真正脱身出来。

周公子

周公子：

女生微信经常不回复我 ，

却又经常看我 ，和我对视时又

眼神躲避掉。 到底对我是什么

感觉？

我们是同事，认识也很久了，一开始还有说

有笑的，微信基本都是回复的。就是最近一个月

开始， 对我微信的闲聊不回复了。 我以为没戏

了， 但是经常会注意到她看着我。 但我看过去

后，她眼神又马上躲开。 说话也不看着我，基本

我看着她时，她不敢看我眼睛。最近一个月貌似

也没发生什么事，为啥这样子呢？ 难受死了。

@

哈喽喂

其实你想知道她对你到底有没

有好感很简单，不要再发短信给她，

也不要出现在她附近，“冷”她一段时

间。 她如果对你有想法，自然会向你

发出信号。 这个时候你再坦然让她

知道你的心意，那你们离牵手就不远

了。

@

为食猫

她应该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吧！

我以前也会对喜欢的人这样，看到他

发来的短信内心戏明明上演了一千

次，却不知该如何回复；喜欢他又不

敢靠近，只能悄悄看着他，眼神碰上

时心里那个小鹿乱撞， 真的紧张死

了！ 很可惜，他当时并没有读懂我的

内心，对我渐行渐远了……唉 ，希望

你别放弃呀！

@

洛奈子

不回微信，眼神躲闪 ，这样的女

孩子不管她到底对你是不是有感觉，

个人认为都是交往不得的。 老人言，

内心不坦荡的人才会眼神躲闪，

而微信已读不回，应该是现代

人最没有礼貌的行为之一了。

所以，你还是离她远点吧。

解决长期家暴不能只靠报警

有问必答

周公子：

被喜欢的女生约陪她吃饭 ，她知道我喜欢她的 ，是不是在暗示

我啊 ？ 我该怎么办 ？ 我有点怂了。

我们认识

4

年了 ，关系不错 ，平时聊得来 。 她有一点暴力，比较

喜欢用拳头锤人后背，这几年可没少锤我。 我也是真的喜欢她。 去

年

12

月 ，我在

QQ

上跟她表白了 ，不过我说自己不会去追求她 ，因

为我还有事没解决 ，没个四五年是不可能的。 她没有拒绝也没有接

受，而是说我们还是兄弟 。 后来这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

昨天路上她找我聊天 ，我就陪她聊了一路 ，聊着就突然约我陪

她吃饭 ，我鬼使神差就答应了。见面的时候 ，她的脸有点红 ，语气比

以前要温柔。 我大概猜到了什么，但依旧面不改色故作镇定 。

在路上的时候 ，我有点想牵她手 ，但怕她生气就没牵 。 她让我

送到寝室楼下 ，晚上还给我发晚安 ，这是个什么情况？

围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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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你也是的。 表白就表白啦，

瞎扯什么“有事没解决，不会去

追求她”———你这样给自己拆

台，给她拆台，她当然没法接受

啊，当然说只能做兄弟啊。 不然

还能怎的？ 你都说不会追求了，

难道她还死皮赖脸地倒追你啊？

她的表现已经很明显了：跟你聊

天，锤你后背跟你玩，邀请你陪

她吃晚饭， 对你说话很温柔，让

你送到寝室楼下， 给你发晚安

……她一个姑娘，也就能做这么

多啊，你还想怎样？ 真的要她死

皮赖脸倒追你吗？

这段关系，你的防备心实在

太重了，怕被拒绝，怕丢脸，怕失

败，你唯独不怕错过她？ 你努力

地装，装作镇定，面不改色，你想

装到什么时候？ 装到你们分开那

一天吗？

赶紧告诉她：你是真的在表

白，请她答应你吧。 别再犯傻啦。

周公子

答：

你说他们是情侣，是否指相

亲那种“情侣”啊？ 如果是相亲情

侣，不亲密也很正常啊。 虽然彼

此有意向发展，但未必会产生感

情。 所以，男生不想拉手，也是一

件很自然的事。

他平时没有提过这些，的确

有保护关系、维护女方自尊心的

作用。 而他在旅游后说清楚“确

实没让他产生感觉”， 这也是一

次很坦白的表达。 言下之意，他

对女生不够亲密，是因为他压根

儿没有和她亲密的冲动。

所以，无论他善不善良，但实

际上，他们只是朋友吧。

周公子

周公子：

情侣相处不错，女生比较体贴，男生比较大方，就是两人还不太

亲密。 女友平时是比较素颜自然的类型，不讲究化妆穿搭，但礼貌修

养不错。

男生平时就很少拉女友手。 出去旅游一周，男生一次都没有拉女

友手。 男生说是因为一点误会，再加上女友外在形象不够好，确实没

让他产生感觉。 平时男生从没直接提过这些，只是少拉手，所以男生

是很善良在维护女友自尊心？

答：

她有可能是“回避型”的依恋风格。

这种人， 一般情况下和你相处是没有问

题的。但当她感受到亲密关系来临时，无

论喜不喜欢你， 她都容易第一时间感到

紧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于是，她

就会先找一个“洞穴”，稳妥地藏起来。

然而，这不等于她对你不好奇。这种

人有时会偷偷地观察， 看你到底想做什

么。 还有的时候，她会对你也有感觉，于

是就静静地等待， 看你会为她做到哪一

步……因此，你就会发现，她在无声地看

你，但对视时，眼神又迅速躲开。

对于这种人，你不能逼得太急。你得

放缓节奏，在她躲避时给点空间，在离得

太远时又去关怀一下。

注意，不要把这个“放缓节奏”理解

为“欲擒故纵”。 因为欲擒故纵意味着操

纵对方———而回避型的人恰恰是害怕被

操纵的。如果你想把她掌握在手上，而又

被她发现了，这时，她就会走得更远。

“放缓节奏”， 意味着你要尊重她的

空间感。 当她不回微信有点躲着你的时

候，尊重她的选择；当她对你示好时，回

报以好意和关心。

只有尊重才能化解她的紧张， 同时

让你的追求之路走得比较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