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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不好向男友倾诉，他却说我要学会自己长大？

爱问

周公子

周公子：

前两天 ，我和男朋

友在电话里吵架了。 我

们平时几乎没有吵过

架 ， 有很多美好的回

忆 。 我那天心情很不

好，就想见他。 他一直在睡觉，本来约

了几点见面，到点后他说还没睡醒。 后

来，他醒了却又说不想出门。 我说我煲

了汤，你过来拿一下，他却说明天再说。

我哭着对他说：“我心情不好， 你出来

嘛，我想见见你。 ”后面他就说我是个

没长大的孩子，要我学会自己成长。 当

时我沉默了，然后他就直接关机。

后来我反省了一下，觉得不应该对

他宣泄情绪，就发信息向他道歉了。 但

是已经过去两天了，他信息不回，电话

也不接。 我真的好难过！ 怎么办啊？

答：

看起来你们并不是吵架， 而是

他对你很冷淡，而你一直在追着他。

你约他出门，说煲了汤让他过来拿，

哭着说自己心情不好……这些都是

对他很强烈的渴求。 然而你越是渴

求， 他的回应越冷淡。 最后干脆关

机，两天找不到人。

你们这种一追一逃的状况到底

持续多久了？如果它维持了相当长一

段时间，那么男朋友在你这里最想要

的也许不是“和好”，而是“空间”。 你

越是追过去，他可能会躲更远。

我建议， 你还是想办法转移注

意力，把自己的时间填满，暂时不要

聚焦在他身上。 反正你已经发出了

很有诚意的道歉，他也肯定收到了。

如果他还在乎这段感情， 自然就会

拿出诚意回到你的身边。 你也不必

过分担心。但如果他不在意，还是坚

持远离， 那你也不必再赔上自己的

尊严了。

周公子

周公子手记

AA制夫妻是生分还是独立

有问必答

周公子：

我

30

岁 ，女朋友

20

岁 ，她也参加工作了。 我们去年刚交往的，那时候 ，我

觉得两人年龄相差比较大 ，担心她思想不成熟 ，就让她告诉父母我们交往

的事 ，把年龄差也说下，当时她父母也没说什么 。

今年初 ，女朋友意外怀孕了 。 我问女朋友是怎么想的，她说想结婚 。 但

这时候 ，她父母一方面说我年龄大 ，外人知道了他们会很丢人 ；另外一方面

说我很自私，让她女儿未婚先孕，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

女朋友向父母争取过 ，但她父母逼她 ，说如果和我在一起 ，就和她断绝

关系 。 而且 ，他们当天晚上就从外地工作的地方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把女儿

带到外地医院去堕胎，拒绝我这边的一切沟通 。 非常果断 。

我是农村出身的 ，但开了一家公司 ，年收入大概

50

万

~80

万 。 在市区买

了一套房子，加了女朋友名字 。 彩礼方面 ，我也说可以尽自己努力给到

30

万

元左右 ，但她父母就是不听 。 现在 ，孩子打掉了近一个月 ，我和女朋友也还

有联系 ，但感觉她有点退缩了 。 我说等她两年缓一下 ，她说自己太弱了 ，说

服不了父母 。 请问，我应该彻底放弃吗？

围观团

答：

现在你和她的关系， 顶多算是

“遇到困难”而已，还没到“绝望”的程

度。 如果你就彻底放弃，那岂不是太

可惜了？

实际上，她父母对你不满归根结

底有两点：第一觉得你年纪偏大。 第

二觉得你先斩后奏， 先让她怀孕，再

上门求婚，就好像凭借这个事要挟人

家答应似的。 老人家也许是认为，你

没有尊重他们， 所以心里很是不忿，

于是宁愿让女儿堕胎，都不愿意和你

商量。

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女朋友的家

里，父母很强势。 相比之下，女朋友是

比较弱势的。 虽然她喜欢你，想结婚。

但父母拉她堕胎，她就去了，也没有奋

起捍卫你们的爱情结晶。 可见她内心

对于父母还是比较依赖的。

因此，你要搞定这段婚姻，归根结

底还是要搞定她的父母。 我建议你以

退为进，先不要提结婚的事。如果女朋

友还想跟你交往，你就先保持联系，慢

慢瞅准机会， 看能不能和他的父母冰

释前嫌。如果过了很久都没啥机会，你

再放弃也不晚，起码努力过，也算对得

起自己吧。

而且，这样拖下去，等女朋友长大

一些，人变得有主见了，说不定会跟你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到时，要说服她的

父母，可能又会比现在容易一些了。

周公子

周公子：

对一个女生有好感。微信、聊天和见面都是我找话题。聊了

3

天，偶尔找她，

对方经常哈哈和表情包，基本上就是“早点休息”结尾，今天晚上找了她，但最

后没回她了。 该不该继续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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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号达人

你俩的感情真有你说的

那么美好吗？ 好怀疑啊。 心情

不好向男朋友哭诉不是很正

常吗 ，正常人的反应 ，就算不

会安慰你，也不至于这么冷漠

吧。 我想你是不是快要“被分

手”了。

@

超超子

太黏人确实很烦，我以前

的男朋友就是这样，心情不好

也别总当别人是垃圾桶嘛！ 这

位妹子 ， 其实这时候你越逼

他，他只会越烦你。 你们各自

冷静一下未尝不是坏事。

@

蚊怕水

你男朋友要你学会自己

长大？ 那你问问他，他要一个

这么独立，啥事都不会和他倾

诉的女朋友是干嘛用的？ 当个

摆件？！ 这样的男人，早分早

解脱， 姑娘何必把自己

吊在这棵树上。

答：

看你追这个女生，就好像在打智

能电话， 打来打去都是 AI 机器人在

接听，发哈哈、表情包、最后就是“早

点休息欢迎下次光临”。 基本上，彼此

连真正的交流都很少，更别说打开心

扉了。 就这么追下去，其实也怪没意

思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别打这个机器

人电话了， 另找一些有真心接听的，

给自己更多机会吧。千万别在一个 AI

身上吊死啊。

周公子

最近综艺节目《婆婆和妈妈

2》正在热播，其中“夫妻到底要不

要实行 AA 制” 成了其中的热门

话题。 演员郭晓东就提到，自己

非常不赞同夫妻 AA 制。 因为这

样会生生地把两个人分开，倒不

像是两口子了。 他强调，自己会

用尽全力给老婆最好的，每当老

婆开开心心。 自己就感到特别满

足。

节目一播出就引起了网友

的热议， 有人赞同郭晓东的观

点，说：“如果男人结婚还要 AA，

建议直接离婚”“夫妻本就是搭

伙过日子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房

子、车，各种生活开销怎么可能算

得开？结了婚还各过各的，还结什

么婚，单身不好？ ”

然而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为

啥把 AA 理解成那么狭隘， 我理

解的 AA 是夫妻双方每个月拿出

相同的钱放入家庭基金， 然后家

庭支出从这里取用， 自己剩下的

工资可以存起来， 也可以去支持

自己喜欢的活动（比如骑行、野

营、美容、健身等等），我支持这样

的 AA。 ”

两边观点，到底谁对？其实只

要深究一下就会发现， 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两边对于婚

姻的期待并不一样。 反对 AA 制

的网友更看重婚姻里互相扶持的

功能。在他们看来，婚姻更多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经济到生活

到心灵都是彼此融合的， 这样才

有“夫妻一体”之感。 在这种视角

之下，AA 制就显得太过生分了。

然而， 赞成 AA 制的网友对

婚姻的期待并非如此。 他们更希

望在婚姻之中保持独立， 哪怕要

支付一定的公共开支， 共同负担

一些家庭事务。 但除此以外，他

们更希望活出独立空间， 在彼此

支持的基础上。尽情地享受自由。

所以， 在这种视角之下，AA 制就

显得尤为重要了。

两种不同的期待， 催生了两

派不同的立场，自然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的。 面对是

否 AA 制的问题， 每对伴侣都应

该想办法找出自己的答案———在

婚前充分讨论并且展开一些尝

试，找出个性化的财务方式，不但

可以让婚后的生活更顺利， 也能

让伴侣的感情变得更好哦。

周公子

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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