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心一笑

我的婚姻 “生病” 了吗？ 坦白说， 至少是一种 “亚健
康” 状态。 我和老公之间没有大的矛盾， 更不存在谁变心
的问题， 可家里的气氛就是不对： 无话可说、 冰冷， 争吵。

婚姻竟然给我鸡肋一样的感觉， 怎么就那么食之无味
呢？ 婚姻真的 “生病” 了， 可哪个医生能妙手回春， 给我
一张幸福处方？ 思来想去， 觉得只有自己才是最理想的医
生， 也只有自己才能找到最佳处方。

要调整婚姻状态， 首先要给婚姻诊脉。 通过仔细分
析， 我得出结论： 婚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这几年我
和老公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两个人交流少了。 沟
通少， 容易产生分歧， 有了分歧就开始争吵， 争吵后又冷
战， 冷战后更不交流了， 就这样恶性循环。 且因为结婚时间
长了， 彼此太熟悉， 常常视对方为空气， 感情自然淡漠了。

好吧， 既然这样， 就应该对症下药。 首先要解决沟通
少的问题， 我向老公提出来， 每天晚饭后一定要抽出半小
时聊聊天。 以前我们一聊天就容易产生分歧， 原因是老公
脾气暴躁， 我性格执拗， 两个人吵起来都不服输。 既然这
样， 就给每个人开一份 “药”： 老公要服下温柔半两， 老婆
要服下耐心三分，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 避免出现冲突。 另
外， 即使有矛盾， 两个人声音都大了， 眼看就要吵起来，
这时速速服下一味叫 “冷静” 的药。

老公听了我的话， 满口答应。 我还提出， 聊天时我们
多说有趣的事， 然后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 经过一段时间
的尝试， 感觉很不错， 两个人心与心的距离又近了。

其次， 针对两个人感情淡漠的症状， 我提出： 吃一副
叫做 “怀旧” 的药。 两个人多回忆回忆曾经的恋爱时光，
找找当初甜蜜的感觉。

自从我对症下药， 给婚姻开了幸福处方后， 我们的婚
姻重新有了活力， 幸福又回来了！

马亚伟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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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信是牢靠两性关系的根
基， 缺乏性自信容易导致两性关系
的不安全感。 性爱不安全因素多种
多样， “加拿大生活网” 最新载文
刊出美国纽约心理治疗师和性治疗
师乔伊·戴维森博士总结出的 “提
振性自信的 4 种方法”。

巧开“性爱话匣子” 自己在
性爱方面有些 “奇思妙想”， 但又
不确定伴侣可能会作出何种反应，
这往往会让你感到很不自信。 戴
维森博士建议， 这时不妨借助书
籍或电影打开 “性爱话匣子”。 比
如看到电影中的亲热镜头时， 不妨
说： “哇， 真性感！ 如果咱们也这
样， 我一定不会介意。” 以电影或
书籍中的 “范例” 为出发点， 提出
建议。 根据伴侣的反应情况， 择机
而动。

了解更多性爱知识 性探索不
应该只限制在卧室里， 通过视频
或文字材料学习更多的性知识 ，
有助于扩大视野， 了解更多人在性
爱方面的举措， 为自身的性生活提
供更多的选择， 之后可一点点逐步
增加到自己的生活中。 经过不断尝
试， 找出最适合两人的性爱方式。

与伴侣分享性幻想 要真正了
解两人在性方面是否合拍和匹配，
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性爱方面真
实表达自己， 坦诚相告。 如果你
强忍住不说出自己的想法， 假装
喜欢对方所喜欢的性爱方式， 或
者不说出自己的性爱想法， 那么
呈现给对方的其实是虚假的一面，
这必然导致对方难以发现真正的
你。 事实上， 夫妻性爱方面的相
互表达与其他价值观的彼此交流
同等重要。 不与伴侣分享真实的
性爱想法最终往往会导致无性婚
姻， 其原因是在表达性爱想法方
面越是封闭， 就越容易导致性自
信的丧失。

学会接纳自己的身体 很多人
（特别是女性） 对自己的身体缺乏
信心。 不是担心自己的胖瘦， 就
是担心自己的皮肤、 形体或身体
某个部位不够性感， 缺乏性魅力。
戴维森博士表示， 女人最应该明
白的一个事实是， 自信是女人最
好的 “配件”。 做真正的自我， 学
会接纳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感觉
舒适自信。 在此基础上， 点燃蜡
烛， 喷点香水， 营造浪漫， 才会
更添性自信。

徐澄编译

最近跟一个比较熟悉的朋友聊
起了“隐婚族” 的话题， 交谈中她
说自己就是“隐婚族”， 并希望我
在公共场合为她隐藏已婚的身份，
以免出现尴尬场面。

“隐婚族” 是指已办好结婚手
续， 但却隐瞒已婚事实， 以单身身
份出现的群体， 他们实际上是一种
“假单身贵族”， 以白领女性居多。
“隐婚族” 与周围异性保持若即若
离的良好关系； 自称是单身贵族，
但很少参与单身、 婚姻问题的任何
讨论； 喜欢交际， 但绝对不会邀请
同事、 朋友到家中做客 ； 很少参
加节假日的交际活动等等。 他们
为什么要把婚姻状况隐瞒起来呢？

朋友告诉我， “隐婚” 是一种
生存策略， 甚至是一种无奈的选
择。 隐婚是怕已婚身份失去单身女
性特殊的魅力。 现在女性找工作比
较困难， 尤其是已婚女性就更加困
难， 相对而言， 职场上对 “单身贵
族” 往往容易伸出 “橄榄枝”， 尤其
在一些大城市， 在外企、 媒体、 营
销等行业， 隐婚族更为盛行。 的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职场上对已婚
女性悄然存在着偏见。 一项 “隐婚
调查” 显示， 有近 37%的人因为担
心已婚状态会使自己失去老板或客
户的信任而甘做 “隐婚族”。

由此看来， “隐婚族” 在心理

上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 “隐
婚” 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 从社会适应角度来看， 一个人
首先要适应社会发展， 能正确面对
社会上不同的认知、 观点， 选择正
确的生活方式。 人际交往是建立在
彼此尊重之上的， 隐婚虽然没有侵
害他人利益， 若一旦被人识破， 可
能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造成人
际关系不和谐， 失去彼此的相互信
任， 从而造成社会适应的破坏。

从家庭角度来看， “隐婚族”
既要取得自己丈夫的谅解与支持，
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稳定， 内心难
免担忧 “隐婚” 增加婚姻生活的
不确定性， 而且长期不在婚姻状
态的心理暗示， 也可能会减弱当
事者的家庭责任感， 严重的还可
能引发婚姻危机。

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 刻意隐
瞒自己的已婚状态， 就是撒谎， 这实
际上就是不健康的心理活动。 由于
长期隐婚而撒谎， 形成了过于紧张
与恐慌的心理定势， 这对身心健康
有害， 容易导致失眠、 自责、 紧张、
血压升高等， 从而引发一些身心疾
病， 影响自己的健康。 为此， 笔者
对 “隐婚族” 提出以下健康忠告：

第一， “隐婚族” 要更多地
履行家庭责任， 要更加注意保持家
庭关系的和谐。 “隐婚族” 要时刻

把握分寸， 以免伤害到自己也伤害
到他人，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
隐婚极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衍生出
情人、 “第三者” 或重婚现象， 从
而导致婚姻道德方面的纠纷。

第二， “隐婚族” 要防止产生
心理压力。 有新闻媒体报道， 一份
调查显示 ， 对于 “隐婚 ” 现象 ，
52.5%的公众表示可以理解， 20.7%的
公众认为不可思议， 还有 16.4%的
公众表示反对， 可以说 “隐婚族”
目前还面临着许多社会压力。 因此
“隐婚族” 要多跟比较亲近的朋友
保持联系， 消除隐婚族的心理恐慌
和心理压力， 确保自己心情愉快。

第三， 隐婚并不是长久之计。
“隐婚 “最好不是自己刻意隐瞒，
而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 这样可以
给自己留有进退自如的空间。 在生
活和工作中要分清场合 ， 讲究策
略， 把握分寸， 在被大家接受并形
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后， 逐渐公开自
己的已婚身份， 这样就不会太多地
影响人际关系。

第四， 要形成一种尊重婚姻隐
私的社会环境 。 隐婚只是个人的
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 所以不打
听某人是否 “隐婚”， 以免给人造
成心理压力， 甚至影响单位内部
的人际关系。

深圳市健康教育所 杨国安

不利身心健康隐婚

4招提振性自信

自由真好 苗青 摄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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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婚姻开张幸福处方

李连晚 （湖南）

我明白
老师： “趴在桌子上睡觉不好！”
同学： “嗯， 我明白， 还是睡在自

己家的床上好。”

■婚姻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