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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心理诊室” 每周邀请心理

专家坐诊，如果读者想找专家开解烦

心 事 ， 可 拨 打 倾 诉 热 线 ：

0851-85817612， 我们的记者将帮

你预约专家。读者也可将问题发送到

贵阳晚报黔生活微信，我们将请心理

专家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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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互动

贵州海之源心理

咨询机构

杨李张华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擅长亲子、情感和

职业生涯辅导

今天的这通电话只是为了发泄，

发泄心里的那些委屈和痛苦。 有时，

好想找个树洞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

藏进去， 可是就连树洞都无法找到。

我想说的是自己的感情问题，但归根

结底也是现实问题。

我和老婆是经朋友介绍认识

的，说实话，是我高攀了她。 她是重点

大学的本科生，性格温婉，人也长得

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不错。 而我只是

一个高职文凭， 既没有钱也没有能

耐，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有点小才

华、懂点小浪漫。 毕业后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才华进了一家大型企业从事

宣传工作，可是因为没有关系，始终

得不到重用和提拔。

恋爱时， 她为了和我在一起，顶

着巨大的压力，那时的她有着太多的

少女情怀，不爱金钱爱才子，为了爱

情可以抛开一切。 恋爱三年，结婚两

年， 为了打拼事业和创造更好的条

件，我们商量先不要孩子。 我的个人

条件和家庭条件一直都不如老婆，可

她一直鼓励我给我信心，从来都没有

嫌弃过我。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们俩

恋爱时，都是她给我钱花，不是我小

气，而是我真的很拮据。 老婆对我的

好我全都记在心里，也想好好努力打

拼一番，将来能让她和孩子过上好日

子。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条件渐渐有

了起色， 虽然我的工作还是按部就

班，但是我和朋友在外面做了一些副

业，收入也比以前多了一些。

也许是家庭环境比较优越，没有

吃过苦受过穷的原因，老婆是个不爱

理财，不爱操心的女人，家里的事情

多数都由我做主。 去年，我们拿出了

全部的积蓄，并在她父母的资助下贷

款买了一套房子，在我看来，我们现

在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切

都挺好的，要宝宝的计划也订在了明

年。

柴米油盐的生活终究是太过平

淡，渐渐地，老婆开始有了怨言。 几年

前， 老婆有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全

是待嫁女，连男朋友都没有，当时她

们还挺羡慕我老婆，因为我有点小才

华，并时不时的制造点小浪漫。 现在

几个朋友都结了婚，而且嫁得比她都

好，可是在我看来，她们不都是为了

结婚而结婚吗？ 在她们身上，我看到

了所谓的网恋、闪婚、傍大款、嫁暴发

户。 现在，她们的确都过上了锦衣玉

食的生活，可是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

道。 然而，老婆的少女情怀已经渐渐

退去，对比身边的朋友，我能给的物

质条件并不好，她的心里开始有些不

舒服和埋怨。

直接刺激到老婆的事情发生在

上个月，她的一个大学同学终于结婚

了，男方有车有房有钱，其实这也没

什么，可她的这个大学同学在众人眼

中是铁定嫁不出去的那种，身高和体

重都是 150，说话极其尖酸刻薄，不管

在男人还是女人眼中，都是要什么没

什么， 而且在 30 岁之前甚至没有谈

过恋爱，大龄剩女的所有减分条件她

基本都有。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说嫁

就嫁了，并且男方的人品和长相都还

不错， 即使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

看，我也得实话实说：这世道真不公

平。

女人有攀比心和虚荣心很正常，

我能理解，也不怪她，可我的心里更

痛苦，因为我比她更渴望出人头地和

事业有成，谁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和孩

子风光体面，过上好日子?但是依我

个人和家庭的条件来看，我也心有余

而力不足，何况我也在努力，事业上

虽然没有更好的发展，但也在和朋友

做副业努力挣钱。

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格的，有

天晚上她和我聊天时说道：“要不趁

现在我们还没有孩子， 干脆离婚算

了，然后各自找个条件好的，还可以

走条捷径。” 我是个不会表达、也不爱

发脾气的人， 当时的我只有沉默，可

心里却像被钝刀切割似的。 我无数次

问自己，当初那个为了追求爱情抗住

所有压力都要和自己在一起的女人

跑哪去了？ 如今我们的小日子不是正

在渐渐好转吗？ 她怎么会变得如此现

实和虚荣呢？ 我该怎么办？

读者：

我女儿今年快五岁了，看到身边很多朋友

家都有两个小孩，互相陪伴和成长，我觉得挺

好的，因此，我就和老婆商量再要一个孩子，可

每次和她谈到这个话题，她就会指着我的鼻子

骂，并且很愤怒的样子，说我重男轻女就是想

要个儿子，她打死都不会要二胎，如果我想要

儿子就和别的女人去生。 我不理解老婆为什么

会有那么大的脾气？

想要二胎

被指责重男轻女

平淡生活

输给了攀比的心

在婚姻中， 你觉得自己的条

件配不上妻子， 在自卑心理的作

用下，你更加努力，也变得更加敏

感多疑、 更加在意别人的看法与

评价。 你很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

的， 但这种走火入魔般的证明会

耗费掉你主要的精力与时间，以

及夫妻间原本不错的感情积累。

你和妻子当初走进婚姻就是

因为爱情， 但在婚姻中你对爱情

有时持怀疑态度， 你不断地追求

物质上的提升实质是对爱情婚姻

的不安全感使然。 你认定了爱情

在现实面前的脆弱， 所以你才会

把对婚姻的经营更多地放在 “现

实因素”的积累上。你的这些表现

必然会影响到你的妻子， 从你的

描述中看， 你的妻子毫无疑问是

“爱情” 的坚定拥护者，她是深信

爱情的， 最起码结婚的时候是这

样的。 但在你的不断影响与互动

中，她很可能产生对你的“投射性

认同” ，即“你认为我物质，我就

真的变得越来越物质 （虽然我一

开始并不是）” 。

从根本上来说， 你现在的困

惑根源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你自

卑敏感、多疑固执的性格，缺乏沟

通、 随意推定的行为模式让你们

的婚姻越走越难。

建议你重新客观地对自己做

一个评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弥

补自己的不足， 尤其要去发现自

己人格品质上的长处和优点。 同

时，与自己做比较，即比较自己的

今天与昨天， 以此来找回自己在

婚姻中的自信心， 找回你和你妻

子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

你们之前的状态非常大的问

题就是以投射 （用自己的想法想

当然地去想他人的想法） 代替了

沟通。 深入的沟通在加深你们互

相的了解与体谅的同时更是推动

你们的感情不断升温、 让你们朝

同一个方向开进的绝佳途径。

本报记者 王颖 整理

平淡生活

输给了攀比的心

傲骨： 别提你身上那些才华与

浪漫，那些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说明

你不够优秀。如不更新，当初那点优

点不可能永远存活， 在这复杂而又

现实的当下，你身上也有很多问题，

还是先从自己的观念去改变。 你家

老婆其实挺不错的， 跟你这么多年

就不见你说她有什么绯闻。 虚荣心

每个人都有，你敢说你就没有？理解

一下就过去了， 你还是先改变下自

己……

浅浅的秋：女的收入低于男的，

好像很正常，男的收入低于女的，好

像就不正常，男的就觉得要看脸色，

然后自卑心理就作怪，疑神疑鬼的。

男的只要肯努力，问心无愧就行了。

野百合：看完这则故事，感觉以

后在“少女情结” 期间不宜恋爱和

结婚， 真的要等到没有了浪漫情怀

时，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时，才能认识

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怎

样的一种生活。

杨李张华：你们在沟通中“不同频” ,你想要

二胎的想法是基于对孩子（现有）现状的担心

以及对国家政策的支持， 而你老婆从你的这个

想法中看到的却是“重男轻女” 的影子。

这位爸爸需要去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

的老婆对“重男轻女” 这个问题如此敏感，是你

或者你的家人平时的确流露出来这样的倾向？

是她本身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中所以非常敏

感？ 还是她性格中的强势认知？ 找到根源，充分

去理解她的想法与做法， 然后用来自丈夫的爱

与深入的沟通以及耐心细致的交流去充分的消

融这个疙瘩， 她才有可能从你的角度来与你讨

论二胎的事。

改变多疑性格 与妻子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