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水一方：丈夫患尿
毒症有半年，在等肾源，
现靠透析维持。当初我俩
感情基础差，怀孕后无奈
奉子成婚，婚后一直不幸
福。丈夫的公司有40多万
的外债，儿子刚上幼儿
园，我压力巨大，不知道
前面的路该怎么选择？

艾乔：夫妻本是同林
鸟，你做任何选择别人都
无权用道德绑架你。但婚
姻多年，再拿婚前说事找
托辞，你就不厚道了。倘
若丈夫身体健康，资产上
千万，你会强调婚前的细
枝末节吗？做人还是坦诚
点好。

嘟嘟萌：你好，我男
友爱说脏话让人难以接
受。外出吃饭，服务生拿
菜单慢了点，他就骂脏
话。前天，我不小心把他
手机摔坏了，我答应给他
买一个新的，他依然把我
家的长辈骂了个遍。我32
岁了，也没勇气开始新的
恋情，担心晚生孩子对身
体不好，他这个毛病能改
掉吗？

艾乔：这不是毛病，
是素质低，是致命的缺
点，也反映出他人品中恶
的一面。年龄再大也得擦
亮眼，素质修养高的男人
不仅是好丈夫，他还决定
着孩子成长教育的好坏。

月晴朗：爸爸重男轻
女很厉害。弟弟结婚买
房，我拿的首付，每月房
贷2700元，我替弟弟承担
2000元。可丈夫不高兴，
说我是“败家媳妇”，多次
闹得要离婚。即便如此，
父亲还是说儿子好，认为
我给弟弟出钱出力是天
经地义的。我好伤心，付
出那么多都得不到爸爸
的另眼相看。

艾乔：父辈的某些思
想已根深蒂固，你无法改
变，更不需要用极端的付
出去证明什么。你已经有
自己的家庭，你首先要尊
重丈夫，拿出家中的钱来
帮助弟弟，要征得丈夫的
同意。你为了得到父亲所
谓的认可，不惜伤害夫妻
关系，你的婚姻也会因此
坍塌。你犯了婚姻中致命
的错误——— 把亲情关系
凌驾于婚姻关系之上。换
位思考，你丈夫拿着夫妻
共同财产去资助他父母
家，你有何感想？亲情的
索取也得合情合理，并不
是毫无底线的付出。

三叶草：你好，我结
婚一年。老公的前女友经
常骚扰我，还发一些他俩
暧昧的微信聊天记录刺
激我。我和老公恋爱时他
们已经分手了，我又没做
错什么，我可以找那个女
的理论吗？

艾乔：前女友敢上房
揭瓦，任性妄为，你老公
必定是那个扛梯子的纵
容之人。攘外安内，内部
安定了，外患才能根除。
找对方去理论，你不仅掉
价而且还无能，管好你老
公才是重中之重。

曾经，我在朋友眼里一直是个大
大咧咧的女汉子，喜欢在微博微信分
享生活中的趣事，喜欢热闹。可是自从
两年前家里发生了变故，我变得沉默
寡言，周围朋友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

两年前的中秋节前后，72岁的奶
奶查出了肝癌晚期，一家人慌了神，把
奶奶从老家送到济南治疗。每天下了
班我就去医院，给奶奶送饭，陪护着
她。看着奶奶日渐消瘦，我心如刀绞。
小时候，我几乎是在奶奶怀里长大的，
奶奶陪伴了我小学前的整个童年。

我知道奶奶爱听戏、唱戏。我曾
经想着有机会带奶奶来济南看一场
现场版的戏曲表演，带着她去广场和
那帮爱好戏曲的大爷大妈一起唱一
唱感受一下气氛……可是，我也仅仅
是想想而已。刚毕业时自己租房子，
我想着等买了房子，再把奶奶接来。
有了房子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又忙于
自己的小家，接奶奶来的事一拖再
拖。我一直觉得奶奶永远像以前一
样，不曾老去。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
有一天突然就躺在病床上，再也起不
来了。

奶奶在医院里经历了疾病折磨
的各种痛苦。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她
没能跨过年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是我们一家人最难过的一个年。

从那以后，我很长时间走不出伤
痛。我知道人终有一死，可就是无法接
受身边亲人突然就这么离开了。我变
得不爱说话，总觉得心里像被压了一
块石头。

如果说奶奶的病故让我第一次
经历了身边亲人的离去，去年经历
的事情则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对死亡
的恐惧中。去年夏天，我最好的闺蜜
重病去世，从发病到最后仅仅两个
多月而已，她才33岁啊！我们高中和
大学都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来
济南打拼，我们一起租房子搭伙做
饭，互相见证了彼此的青春。后来，
我们各自结婚成家，虽然不经常见
面但却永远是心里温暖的存在。

没想到，最后一次见面时竟然是
她骨瘦如柴地躺在医院里，她握着我
的手声音微弱地对我说，自己还有很
多梦想没去实现呢，没想到病来如山
倒。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她家人的电
话，她最终还是带着各种眷恋和不舍
离开了这个世界。

曾经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觉
得“死亡”好像还很遥远呢，没想到
身边的同龄人竟然就这样说没就没
了！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压抑到了极
点，只想把自己裹到一个谁也看不
到的壳里，不想和外界联系。我把微
博微信全部清空，再也不在网络里
发布新的信息，觉得生命太脆弱了，
人在疾病面前太无力了。

而且从那以后，我对生病这件事
特别敏感，害怕生病，身体一有点不舒
服就会胡思乱想。前段时间右肩膀有
些酸疼，我自己从网上一搜，竟然有说
是肝区有问题的，我搜索了下症状，觉
得好几条都挺符合，心里害怕极了，奶
奶就是肝癌，我不会是肝有啥问题吧？
去医院的前一天晚上，我搂着孩子久
久睡不着，生怕自己得了什么重病。没
想到去了两家医院都说没啥大问题，
甚至连用仪器检查也没检查，有家医
院的医生只是简单问了问我的职业和
作息，就说我应该是伏案工作时间太
久，注意休息就好，连药都没给开。实
在不放心的我又去了第三家大医院，
坚持让医生做了全面检查没查出问题
来才放心，家人说我疑心太重，简直就
是没病“想”病。

其实，我不仅对自己这样，对家
人也一样，一听说家人谁哪里有点不
舒服，我就想着让他们赶紧去做全面
检查，生怕有什么大问题发生。我甚
至不敢看微信里转发的有些人生重
病后的捐款求助信息，更不敢轻易去
医院。因为我真的害怕呀，我害怕生
病，害怕再经历生死离别，觉得自己
再也无法接受死亡。有时候，自己内
心深处会有种孤独感、无力感，觉得
生命太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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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绝对不会缺少各种意外
和沮丧。

大三女生笑笑，前段时间一直
备考GRE考试,学校有个机房，供学
生自习使用。同学们都把厚重的学
习资料、笔记本电脑放在机房，笑笑
也一直把GRE考试的辅导书和学
习笔记放在那里。离考试还有两周，
复习正是最紧张的时候，笑笑早上
到机房学习，却发现考试资料和笔
记都不见了。笑笑去找机房老师询
问，并求助保安调取监控。机房老师
说，没有收拾过机房的任何物品，保
安说机房监控平时不开，走廊上的
倒是开了，但是出出进进的人大多
背着书包，什么也发现不了。

本·沙哈尔是哈佛很受学生欢
迎的幸福心理学导师，他来北大演
讲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
和一个学生一起午餐。这个学生并
不是沙哈尔幸福心理课上的学生，
但是他的室友选修了沙哈尔的课
程。这个学生一坐下来就跟沙哈尔
说，既然你现在开始教这门课了，所
以你要格外当心，如果我发现你有
一点点不开心、不幸福的话，我就要

跟我的室友告密。所以，沙哈尔博士
第二天上课时，跟学生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不可
能的事情就是，我会一直感到幸福，
而你们在学习结束后也会一直保持
情绪高涨。”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期待这个
不可能的事情，期望会一直感觉幸
福，生活永远洒满阳光。60后都熟悉
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这首歌是1979年拍摄的电影

《甜蜜的事业》主题曲，还登上了
198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这首歌如
此受欢迎，因为它表达了很多人对
生活的期待——— 事业是甜蜜的，生
活总是阳光的。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这是一
句最常见的新年祝福语。如意是什
么意思，《葫芦兄弟》里的蛇精说过，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如意是很难的，因为败事容易
成事难。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在N多
个因素上都成功。比如，要成功发射
一颗卫星，就要求所有相关零件的
材料供应、机械加工、相关测试全部
到位。其中的一点疏忽，结果都可能

是灾难性的。投射到人生里，也一样。
要达成愿望，除了主观努力，还有很多
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有时候这
些因素被称为命运，因缘、天时地利、
机遇、关系……

南宋诗人方岳说，“不如意事常八
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林清玄根据此
诗以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常想一二。如果要过快乐人生，就要常
想那一二成好事。

注意力在哪里，结果就在哪里。真
正决定生命品质的是那些“一二”，那
些你能发现美好的事物，平凡中积极
的力量。所以，用平常心去看待那些无
法使你满意的事情，不要纠结在那些
既成事实的“不如意”上，不要花很多
力气去做“无用功”，不要想用愤怒和
不满的情绪把既成的现实改写成自己
期待的样子。

最后再回到笑笑的故事，在花费
了一天时间寻书无果之后，笑笑决定
果断止损，不让丢书的事继续浪费时
间、情绪和精力，她上网下载了一套电
子书，没有了笔记就脑补加回忆，全力
以赴投入到复习考试之中。十天之后
顺利通过了GRE考试。

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标，但是，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我们却常存误解。本
专栏将以国内外幸福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和实际案例为依据,与大家一起解读幸福密码。

死亡是人类的终极焦虑。人们通过宗教、哲学、心理学、生育等各种方式对抗人终有一死的恐惧。对死亡本能的恐
惧，无时无刻不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情绪和行为。我们不能改变死亡本身，甚至也不能改变变
面对死亡的焦虑，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面对焦虑的态度。是放大恐惧加重焦虑还是平和地与之协商共存？恐惧死亡的
积极意义是珍惜生，在长度有限的生命里全然地活出自己。同时，得知自己亲属或朋友死于某种严重疾病，怀疑自己也也
步其后尘，过分关心自身健康和身体的任何轻微变化，并做出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相符的疑病性解释，当有疑病倾向时，，
也可以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正如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里所说：“死亡虽是终点，但人生的意义却不会因此湮湮灭；
死亡虽有宿命，但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拯救。”只有真实地去生活，才能帮助我们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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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问艾乔

邮件发至：aiqiao32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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