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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妻子，能旺三代人。
股神巴菲特曾說過自己對婚姻的理

解和認識：
我年輕時曾與我們州最漂亮的女孩

約會，但最後沒有成功。
我聽說她後來離過三次婚，如果我

們當時真在一起，我都無法想像未來會
怎樣。

所以你人生最重要的決定是跟什麼
人結婚。

在選擇伴侶上，如果你錯了，將讓
你損失很多。而且，不僅僅是金錢上
的。

選對妻子，對丈夫自身，甚至一個
家庭，都至關重要。

妻子肯體諒，夫妻感情更甜蜜
很多婚姻，最後走到盡頭不是因為

雙方不夠相愛，而是因為不夠互相理解
和體諒。

一個在外面拼命工作想給家人更好
的生活，另一個卻只會抱怨你給我買的
禮物一點都不走心；

一個想發展一下副業闖一闖，另一
個卻潑冷水說你那點頭腦能幹什麼，安
安分分地做好本職工作算了；

一個想在閒暇時出去享受一下生
活，另一個卻指責說你能不能沒事不要
亂花錢......

這樣下去，就算再深厚的感情，也
扛不住日復一日的分歧和爭吵。

想要不讓婚姻成為愛情的墳墓，兩
個人就必須要學會互相理解，互相體
諒。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檢察官
陳海因為調查一起案件被人蓄意暗害成
了植物人，他的同事兼摯友侯亮平為了
揪出幕後黑手，決定調任漢東，深入調
查事件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此去漢東危險重重，
搞不好他也會像陳海一樣，成為下一個
被暗害的對象。

但他的妻子鐘小艾沒有又哭又鬧地
不讓他去，也沒有責問他“你走了，父
母和孩子就丟給我一個人照顧？”而是
思考了半晌之後，尊重了丈夫的決定。

因為她懂得，丈夫最想要的不是保
住自身的平安，而是還給陳海一個公
道。她能體諒丈夫迫切的心情，所以她
不阻攔，也不抱怨，只是再三叮囑丈夫
注意安全之後，放手讓他去做想做的事

情。
後來，侯亮平遭到誣陷，被停

職調查，鐘小艾更是暫停了自己的
工作飛到丈夫身邊給他打氣，為他
出謀劃策，陪他共渡難關。

侯亮平感慨過很多次，娶到鐘
小艾才是他最偉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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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男人來說，能娶到一個懂
他，理解他，凡事肯站在他的角度
上考慮的妻子，就是他最大的福
氣。

當一個妻子肯體諒丈夫的難
處，理解丈夫的抱負，在他做下決
定時支持他，在他困頓時陪伴他，
夫妻之間的感情，一定會越來越甜
蜜。

看過一個故事：
一個黑人出租車司機載了一對

白人母子，孩子問媽媽：“為什麼
司機伯伯的皮膚和我們不一樣？”
母親微笑著回答說：“上帝為了讓世界
繽紛，創造了不同顏色的人。”

到了目的地，黑人司機堅決不收
錢。他說：“小時候，我也曾問過母親
同樣的問題。但是母親說我們是黑人，
註定低人一等。如果她換成你的回答，
今天我可能是另外的一個我......”

俗話說，一個好妻子，能旺三代
人。因為一個女人的身份不僅僅是妻
子，還有母親。

而母親的格局，對孩子的成長有著
莫大的影響，甚至能夠決定孩子長大後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上初中的時候我們班裡有一個女
生，很聰明，也很漂亮，但是學習卻不
怎麼用心，導致數學成績一直很差。

老師擔心她，請她的母親來學校談
話，她的母親卻說，數學學那麼好有什
麼用啊？除了買菜什麼都用不上，會一
百以內的加減法就夠了唄。

十幾歲的小孩子沒有幾個愛學習
的，家長不督促，她就玩得更瘋。初二
初三增加了物理化學，她也完全不聽，
因為沒用啊，連買菜都用不上。

初中畢業之後，她就不上學了。後
來，她每天需要動腦子的事情，真的就
只剩下了買菜。

去年回家的時候聽同學說，她的孩
子已經五歲了，馬上就要上小學。我不

知道她當了母親，會怎樣教育自己的孩
子。但是她本來可以擁有更多的人生選
擇，終究是被她母親的短視和自己的懶
惰給抹殺了。

孩子在能自主瞭解這個世界之前，
對於世界的認知都是從父母那裡得來
的。父母的眼界有多廣，孩子的眼中的
世界就有多大。

一個有格局的母親，會在孩子說
“學xxx買菜又用不上”時，告訴ta，
人生不是只有菜市場，還有更多、更好
的地方，需要你用這些知識去打開它們
的大門。

母親的格局越大，孩子的人生就越
廣闊。一個大格局的母親，是孩子最好
的老師。

妻子好情緒，家庭氛圍更溫馨
陳喬恩在一檔真人秀中坦言，幼時

母親愛用巴掌打她，還會把枯樹枝捆成
一把打到她流血，所以那個時候她經常
活在恐懼之中。

她不知道該怎麼跟媽媽講話，怕一
句說不好就會挨打；也害怕聽到媽媽上
樓的聲音，她把那稱為“魔鬼的聲
音”。

甚至在長大之後，陳喬恩心中還是
留著對母親的恐懼，在說母親經常打她
的事情之前，都要先回頭確認一下母親
是不是在身後。

因為母親的壞情緒，陳喬恩家庭氛

圍一直很緊張，這也讓她小的時候活得
很孤僻，不愛說話，也沒什麼朋友。跟
母親的關係也非常疏離，20歲之前，都
沒敢拉過媽媽的手。

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詹姆
斯•科因曾做過一項研究，只要 20 分
鐘，一個人就可以受到他人低落情緒的
傳染。

人的惡劣情緒，就像病毒和細菌一
樣具有傳染性，當一個家中有一位成員
情緒不穩定時，整個家庭的氛圍便會迅
速變差。

又由於女性的情緒能量遠遠超過男
性，所以，妻子的情緒往往決定了一個
家庭的溫度。

如果妻子整天唉聲歎氣，遇到小事
就爆發，那麼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會活
得心驚膽戰，家庭氛圍也會變得冰冷緊
張。

生活在這樣家庭中的人，是很難感
受到幸福的。

好情的妻子，才能將自身的能量傳
遞給家人，讓家庭氣氛變得溫馨平和，
讓家人活得幸福，快樂。

在電影《大內密探零零發》中，周
星馳和劉嘉玲飾演一對恩愛夫妻。

兩個人每次爭吵，劉嘉玲飾演的妻
子都會努力克制情緒，不大吵大鬧，而
是平靜地問丈夫一句：

“你餓不餓，不如我煮碗面給你

吃。”
而這時候，丈夫也會立刻意識到自

己失控的情緒，給妻子一個深深的擁
抱。兩人便立刻和好如初，家庭關係也
比以往更加和諧。

妻子的穩定情緒，是家庭和諧的基
石。

婚姻問題專家愛默生•艾格裡奇博
士在 30 多年的婚姻咨詢工作中發現了
經營家庭和婚姻的真諦——愛與尊重。

如果一個丈夫不愛妻子，妻子則不
會尊重他；反過來，如果一個妻子不尊
重丈夫，丈夫則不會愛妻子，於是婚姻
就會陷入一個“瘋狂怪圈”。

所以，想要伴侶溫柔體貼，想要家
庭溫馨和睦，身為丈夫，就要先從源頭
做起——給予妻子足夠多的愛。

女人都是感性的動物，當妻子感受
到了足夠的愛，覺得自己選對了丈夫，
自然就會尊重丈夫，體貼丈夫，婚姻家
庭才會變得越來越美滿。

所謂“先有好丈夫，後有好妻子”
就是這個道理。

婚姻，說到底都是一場將心比心。
過日子，靠的就是相互尊重，相互心
疼。

希望每一位男性，都既能選對好妻
子，也能成為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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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檔綜藝節目中，蔣勤勤因為陳建斌無意

中甩開了自己的手而委屈落淚，另一邊陳建斌卻
完全摸不著頭腦，像戀愛中的小學生一樣不停地
問：“什麼事嘛？什麼時候？我哪里做的不好
嘛？”

蔣勤勤後來發文回應：“在陳老師面前，任
何情緒和愛意都不會偽裝，就像我到了一個新的
環境就會緊張焦慮，不過鬥完嘴就和好，是熟悉
的配方。”

確實，從戀愛到婚姻都需要不斷磨合，尤其
是婚後生活瑣碎漫長，夫妻二人朝夕相處，偶爾
產生摩擦或爭吵實屬正常現象。兩口子床頭打架
床尾和，不必大驚小怪。

從某些方面來講，吵架甚至可以當作考驗愛
情的三昧真火——要麼情比金堅、真金不怕火
煉，要麼被一把燒掉表面的遮羞布、露出婚姻背
後千瘡百孔的本來面目。

自己還有牙齒咬舌頭的時候，感情再好的兩
個人都避免不了鬧彆扭。當遇到問題時，相互爭
吵遠比沉默回避、憋著冷戰要好得多。

吵架如果方式得當，言語交鋒間你來我往，
心事說開了、問題解決了，理解加深了、感情升
溫了，兩個人反而會更親近。

吵架時情緒越來越激動，很容易剎不住車、
口不擇言，說出一些讓對方難過甚至寒心的話，
也許當時只是話趕話脫口而出，但最傷人的話往
往出自於最瞭解的人，即使說者無心也如一把匕
首般插在聽者心底最軟的地方。

我們常說，家是講愛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
方。即使急需吵架宣洩情緒，可以嘶吼喊叫比比
嗓門兒，甚至在氣頭上吐出髒話來也情有可原，
但絕不能故意以造成對方傷害為目的，專挑ta 的
軟肋和痛點下手。

因為有些話，一旦說出口，就沒辦法補救
了。即使日後握手言和，兩人關係也會留下難以
復原的傷疤裂痕。

吵架或許一時他占了上風，一時她落了下
風，結果其實無所謂。因為婚姻沒有單方面的勝
負，只有兩個人的榮辱，而共贏需要共同經營。

有些家庭是妻子主動妥協。
比如朱丹，她曾在節目中自曝在跟週一圍吵

架冷戰時，對方一句“我現在是在給你臺階，如
果你不走下來，一會兒這個臺階就沒了。”就把
自己治得服服帖帖。

比如佟麗婭，也曾在節目中說過，和陳思誠
生氣拌嘴時長不會超過五分鐘，因為自己肯定會
先道歉。

有些家庭是丈夫率先服軟的。
比如看似霸道的陳小春就認為兩口子吵架

“忍一下退一下，輸贏無所謂。”
其實，吵架後先道歉的那個人並不代表輸

了，主動求和的那個人也並非一定就愛得卑微。
他或她可能只是頭腦更清醒、心胸更寬廣、情商
更高，更明白珍惜眼前人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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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婚姻中的雙方，吵架其實沒有真正的輸

贏之分，或者說吵架的輸贏並不重要，因為很多
時候吵架都與原則問題無關，僅僅源於生活中雞
毛蒜皮的小事罷了。

楊絳女士年輕時曾與錢鐘書先生為一個法語
發音而爭論不休，最後請了位法國人來公斷，結
果楊絳女士的發音正確，錢鐘書先生因此悶悶不
樂，楊女士也自覺無趣。

談感情不是做學問，大可不必刨根問底、探
本尋源。事後反思，二人約定以後不妨各持異
議，不必求同。自此才有了文學界一段伉儷情深
的佳話。

同事是個強勢、較真兒的人，這股勁兒用在
工作上表現為細緻入微，幾乎沒有過粗心失誤，
公認的優秀。但她的家庭生活並不如事業般順
利，經常跟老公鬧矛盾，有段時間連上班期間都
能聽到他們通過電話在激烈爭吵。

嘴上不饒人的同事，往往從這件事數落到那
件事，甚至脫口而出些令人難堪的話，直到老公
無力辯駁了才滿意地結束吵架。

如果不是後來收到了那張離婚協議書，同事
會一直認為在吵架中占盡了上風的自己也處於婚
姻裡的優越地位。

事實證明，贏了吵架的人不一定能贏得美滿
的婚姻；輸了吵架的人，也不見得就失去了收穫
幸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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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必過分羡慕別人

表面的美好。婚姻背後的真相，需要自己去決
定，然後兩個人攜手並進、共同努力。

想知道感情是不是真的堅不可摧？多吵幾次
架就知道了。

第一，看吵架時的心態。
正確的吵架並不是為了逞口舌之快來獲得優

越感，而是為瞭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不是即刻丁是丁卯是卯地把對錯曲

直掰扯清楚，而是在吵架過程中瞭解彼此的想
法，冷靜下來之後再共同商量應對方法。

假如只是純粹的情緒不佳而吵架，那幫助愛
人宣洩火氣也可以算作解決問題的一種。

第二，看吵架時的狀態。
吵架最忌兩種情況——逃避和惡語傷人。

林志穎自曝與妻子吵架時不會哄她而會選擇
冷戰甚至直接走開，郭曉東有過因吵架而把妻子
獨自一人留在國外的經歷，福原愛與丈夫發生爭
吵就會不說話一直哭，杜淳的老婆曾因吵架把他
拉黑過25次……

冷戰、離開、哭、拉黑，其實都是對吵架本
身的逃離和對問題實質的回避。

當敷衍和漠視讓對方產生極大的抵觸時，誰
對誰錯就已經無所謂了，重要的就只剩下態度。

選擇逃避的人，自己倒是躲了個清淨，卻完
全罔顧另一半的心情和處境，只會使關係疏遠，
對於情感發展並無半點積極作用。

面對現實是好的，但把握不好分寸，從爭吵
鬥嘴變成語言打壓、咄咄逼人結果也會適得其
反。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不能觸碰的敏感角落。越
是最親近的人，越知道刀子紮在哪里最疼。對於
當初捧在手心裡的寶，不管生多大的氣，吵得有
多凶，永遠不要說出那些傷人的話。

摧毀婚姻的利刃往往就是惡語相向。
吵架時動不動就以分道揚鑣相威脅，不僅違

背了當初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言，而是說得次
數多了容易發生“狼來了”效應。

而類似“你不行”之類的語言打壓，對於自
尊心特別強的人就是摧毀心理防線從而產生自我
懷疑。

比如出身農村的郭曉東最怕別人以身世說
辭，張萌的老公最不喜歡聽“你是個失敗者”
等。

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在吵架中被牽扯到前任或
者別的異性去比較——“你比誰誰差遠了”、
“ 你 真 不 如 誰 誰 ” 、 “ 你 跟 他 (她)簡 直 沒 法
比”——這些話無異于在原本受傷的傷口上又撒
了一把鹽。

另外，翻舊賬、否定人品等也是不可取的，
吵架應該就事論事、解決問題，而非把問題擴大
化或者上升到人身攻擊。

我們能說這件事錯了，這個行為不對，但一
定不能說你這個人不好，你這個人有很大問題，
這些話說出來就是否定對方的人格，傷害對方的
心。

第三，看吵架後的處理。
很多夫妻吵架時瘋狂輸出語言、只顧宣洩當

時的糟糕情緒，難免會由於一時衝動而口無遮
攔，說出很多明知道會深深傷害對方的話。

如果事後不及時處理，那些難聽的話就會像
一顆顆釘子紮進對方的心口，即使隨著時間的流
逝慢慢不流血了，生了鏽，也會永遠留在那個位
置，不小心碰一碰就重新痛苦一次。

吵架後痛定思痛，需要清醒地度量對方的品
性，如果ta 的確對你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實質性傷
害，那就果斷從火坑中跳離出來。

看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愛你，不是看ta 心情好
的時候說了多少甜言蜜語、海誓山盟，而是看心
情不好時是否依舊溫柔如初。

如果是自己的過錯，那主動道歉並不丟人。
要始終記得跟你吵架的這個人不是罪大惡極的壞
人，ta 是你的愛人。

不能因為親近就更口無遮攔，不能因為期待
值高就要求更多、更苛刻。

吵架過後要儘快平復情緒，能夠意識到爭吵
吵的是某個問題的矛盾，而不是“我”和“你”
非得爭個高低。

04
吵架是討論、交流、磨合，過程再激烈也只

意味著觀點的不同，並不代表兩個人直接的對
立。

愛是用來避免傷害的，不是用來製造傷害
的。每次吵架握手言和後，都可以總結經驗教
訓，制定出專屬的“吵架守則”之類進行約法三
章。

《小王子》的小狐狸說，愛是彼此馴化。吵
架就相當於兩個人馴化彼此的過程，馴化成功就
琴瑟和鳴，馴化失敗則一拍兩散。

終結夫妻矛盾的唯一方式：好好吵架
愛是用來避免傷害的，不是用來製造傷害的。吵架是激烈的交流，只意味著觀點不同，並不

代表兩個人的對立，輸贏不重要，重要的是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