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幽碧空：我和老公感
情非常好，他对家庭也负
责，我甚至坚信天下男人都
出轨，他也不会。可现实狠
狠抽了我一巴掌，老公竟然
有了外遇，他说就是一时糊
涂，让我给他一次机会。我
不理解被众人称为好男人
的老公怎么会出轨？

艾乔：第一，你过于自
信，和谐的表象并没你想象
中的完美。第二，人性的复
杂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个人操守不端，好男人面对
诱惑也会控制不住恶的念
头。第三，动了真情，身心都
离你而去，它能彻底瓦解婚
姻的牢固。先不要急着做决
断，也不要听他说什么，看
他的态度，真诚的悔过态度
是最好的赎罪。

秋水伊人：我未婚先
孕，男友的家人说等孩子满
月时连婚礼一起办。现在孩
子两岁了，我和孩子他爸仍
是同居关系，分歧就在于我
要一个隆重的婚礼，他家人
却认为孩子都有了，补办婚
礼多此一举。我和男友经常
为这吵闹，难道我要一个婚
礼有错吗？

艾乔：你的思维好奇
葩，分不清哪头大哪头小。
婚礼不过是个形式，你应该
先去领结婚证，情感若有不
测，你什么保障都没有，然
后好好经营感情，用心培养
孩子，把生活放在正确的轨
道上。观念不转变，以后的
日子永远是混乱颠倒的惨
状。

轩墨烟：你好，我好对
妻子动手，动手之后又愧
疚，妻子掉泪我也心疼，然
而脾气一上来就刹不住车。
前几天儿子调皮，我朝他屁
股上踹了一脚，妻子骂我是
没人性的魔鬼。我知道自己
有问题，该如何改正？

艾乔：你的原生家庭或
许有暴力根由，所以你相信
暴力解决问题，而你的孩子
将来也有可能以暴制暴，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抓紧去求
助心理老师的帮助，直面内
心深处的恶源，学会自我完
善，控制情绪。

四月芳菲：我和男友相
处三个月，我发现他很会溜
须拍马。为了恭维女上司，
他每天都要给人家发一些
嘘寒问暖的信息，在我看来
都有挑逗的意味了。而且，
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就
是对方父亲生意赔本，欠了
不少外债。男友对我特别
好，只是觉得他很现实，也
看不惯他的某些行为。

艾乔：现实不过是个人
的生存方式，我们无可指
责。但过于现实就会趋炎附
势，也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
手段。男友对你好是热恋中
再正常不过的表现，或许你
很适合结婚而已，女人恋爱
时更要客观理性、眼睛睁大
一些。再相处看看，毕竟三
个月的时间你又能了解对
方多少。

最近我在追剧《我的前半生》，看
得真有点后背冒冷汗，我和主人公罗
子君一样是全职主妇，虽说老公没出
轨，但我成天紧绷神经，时刻用警惕
的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结婚前我在保险公司做会计，怀
孕后身体非常弱，又有先兆流产症
状。为了安心保胎，老公提出让我辞
职，等孩子出生后稍大点再工作。没
承想儿子有先天性小儿斜颈，还不到
一岁，就开始做康复训练，什么时候
要沙袋固定，一天做几次局部按摩，
每周还要配合手法牵引。我把重心全
部放在孩子的健康上，更没精力想工
作的事情了。

儿子的身体逐渐恢复，上了幼儿
园后，我也习惯了全职主妇的状态。
接送孩子，照顾老公，用心安排一日
三餐。如果我重返职场，有序的日常
生活肯定会乱成一锅粥。尤其儿子的
斜颈刚恢复，我不想让孩子有丁点的
闪失。老公虽然没说过“我来养你”这
句话，但他非常支持我做全职主妇，
甚至搬出婆婆举例证明，“我妈做了
一辈子主妇，照样是家里的‘女王’，
我们哪个不得听她的。”就这样，我安
心开始了主妇生活。

身边的亲友对我做全职主妇
的意见向来分成两派：支持者说，
全职太太也是职业，女人在家同样
是有价值的劳动力；反对者则觉得
我是浪费生命，“好歹上了大学，怎
么就甘心围着家务琐事转悠？”一
些好友说得更吓人，“外面那些心
机女，个个跟妖精似的，就不怕老
公嫌弃你是邋遢的黄脸婆？”

听着不同的声音，我内心也开始
有意无意地担忧，和老公拌嘴，他声
音稍有抬高，我就极其敏感，“你赚钱
养家就可以对我趾高气扬？没有我的

付出，你就得在猪窝里生活。”有一天
晚上，老公洗澡，我在卫生间帮他
整理换下来的衣服，突然，我看见
他贴身的背心穿反了。顿时脑洞大
开，说出一连串的疑问：背心为什
么会穿反？莫非一天中间还要更换
衣服？老公很是莫名其妙，说我没
事找事，“你每天清早都检查我衣
服的正反吗，如果我真做了坏事，把
背心只要穿正就没事了？”

我无法辩驳，心想自己也过于浮
想联翩了，但仍然拿话敲打他，“没有
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任何端倪，别以
为我在家就是个傻子，什么也不懂！”
这些话看似强硬，其实内心很虚，害
怕现有的宁静被打破。我甚至会胡思
乱想，假如有一天老公真的翻脸，掐
断我的经济来源，我能养活自己吗？

前几天，小姑子来家找我玩，顺
便从包里拿出一千元钱，“嫂子还你
钱。”我有点蒙，她说，“那天路过我哥
公司，向他借了一千元钱，他没跟你
说？”“说了说了，我都忘了。”我赶紧
用“忘记”来搪塞不知情的尴尬。老公
一进家门我就和他闹，说他不尊重
我。老公一再解释的确是忘了，可我
不依不饶，他也火了，“我什么时候对
你有半点不尊重，要是想瞒你，能让
妹妹把钱给你吗？成天疑神疑鬼的。”
我觉得自己也很作，但就是没有安全
感，似乎我不挣钱就会被欺负。

儿子上小学后，我曾想过出去
工作，可总有借口挡住我的决心。
其实，更多的是害怕，我做了8年全
职主妇，对职场环境早已陌生胆
怯，我没有信心冲出家门，更没有
底气去面对职场的竞争。出去工作
我害怕，做全职主妇又缺乏安全
感，我好像站在岔路口，无论走哪
条路仿佛都暗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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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半生出走，归来仍是少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朋友圈里很多类
似的热文，所说所呼唤的无不是鲜活
的生命感觉。人们呼唤“鲜活”，正因为
缺少鲜活，现代人体验更多的是倦怠，
职业倦怠或是生活倦怠；是枯竭，是工
作热情枯竭或生命活力枯竭。

李先生最近工作没劲，每天起床
一想到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就感觉
心累,心有余而力不足;张老师干教师工
作15年了，最近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
免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学生们凑在一
起说话，她听见就心烦,也不愿主动和
同事聊天，每天只想坐在自己的办公
桌前，希望谁都不要来打扰自己。

李先生和张老师的这种状态叫作
职业枯竭。染上职业枯竭的人犹如失
去水的鱼，备受窒息的痛苦。他们感到
明显的空虚感，热情与活力与日剧减。
可以重新生长出“热情”、“活力”的根
系和触须就是———“专念力”。

美国心理学教授埃伦·兰格的
《专念》一书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本身
就是有趣或无聊的。我们的想法导致
事情变得无聊、可怕、焦躁，但同时，
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可以使同样的

事情变得有趣。我们越有专念力，
就越能控制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世
界看似稳固不变,其实每天都在发
生着细微或显著的变化,身处其中
的个人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凝固
不变的不是环境,而是看待环境的
人。

人类的大脑有一种“自动选择
归类”的偏好，处理一个问题前，会
自动搜索类似的经验，然后照章办
理；大脑的这种机制，有优点也有缺
点。优点是可以极大简化处理问题
的思维过程，节省时间和精力；缺点
是容易忽略已经变化的因素，造成
经验的“生搬硬套”，另一个副作用
就是删繁就简“套用公式”的解决模
式削减了过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很多的细节被忽略，很多的感受被
剔除。在《专念》这本书中，这种解决
问题的方式被称作“潜念”。

潜念的三大特征是：盲目归类
的思维定势，无意识行为和视角单
一。对抗潜念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就
是专念——— 创造新的类别，接受新
信息，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对于感觉无聊单薄的人生，需

要不断增添新鲜感受来活化生命的
源泉。

每天上下班的路线对每个上班族
都是熟悉的，甚至熟悉到熟视无睹，熟
悉的路上没有风景，不管走路、骑车还
是开车上班，都是不需经过大脑的程
序化的运作，通常状态是无意识的。这
就是“潜念”主导的思维模式。

切换到“专念”的频道，就会发现
熟悉的地方也可以改造成“创新梦工
厂”。有人把上班途中作为“第三空
间”，这个时间专门进行专题性的学
习和思考，有人用“第三空间”学外
语、练摄影、构思文章、进行专题式学
习；有人把选择不同的上下班路径，
采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作为获取新鲜
感的方法；有人在地铁上认识了新朋
友，甚至邂逅了美好的恋情；有人在
上下班路上跟自己独处，跟自己交
流，想明白很多事，对自己有了更好
的接纳和陪伴；有人用相机记录上下
班路上一年四季的变化，有人爱拍狗
狗，有人抓住美丽……

每个时空，每项工作其实意蕴无
穷，而这些趣味需要一颗喜欢创造的
心才能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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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女性也好，全职主妇也罢，只是社会身份而已，在不同的领域中创造不同的经济价值。婚姻危机处处都
有，纵使职场女性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要将全职主妇过于脸谱化。一个成熟女性如果选择做全职主
妇，首先要明白，身边的丈夫是否认可主妇付出的劳动价值，否则你在他眼中就是一个“靠我养”的保姆形象。其
次，要深知居安思危之道，当丈夫在工作或经济上受挫，自己是否有能力和丈夫共同应对危机。

蔡娜娜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女性，这个“断”是指独立，尤其是精神的独立，就好比孩子长大，再爱父母也要
“断奶”，不可能依赖他们一生，正如婚姻，即便固若金汤，也得懂得“断奶”的智慧。精神独立的女性自然明白审时时
度势，完善自我，而不是看一部电视剧就被吓倒。要知道，《我的前半生》有一个核心点在于不念过去，不畏将来，
女人面对挫折，不念过往的繁花似锦，也不畏惧将来的山崩地裂。因此，女性无论身在职场还是家庭，都要有自
己独特的格局和眼界，永远不要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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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烦恼 犀利速答

有话问艾乔

邮件发至：aiqiao3209@qq.com

□
安
若
素︵
心
理
咨
询
师
︶

乐
由﹃
新
﹄生

八八八
年年年
全全全
职职职
主主主
妇妇妇
我我我
变变变
成成成
了了了
罗罗罗
子子子
君君君

口
述

蔡
娜
娜(

化
名)

女

34

岁

主
持
人

小
雅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