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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陪老婆去參加一個朋友的聚會

，朋友要求所有參會者必須都帶上另一半。實

不相瞞，我聽到後，第一個想法就是：這是要

幹啥，都老夫老妻了，到時候大家都沒的聊不

會很尷尬嗎？

大概是抱著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還真讓

我發現了很不一樣的一對。這兩個人全程有說

有笑，眼睛就好像長到了對方身上一樣，完全

不像老夫老妻那種互不理睬的樣子。

回家的路上，我好奇地問老婆：“今天的

組合全部都是已經結了婚的嗎？”還沒等她回

答，我忍不住補了一句：“其中一對男女應該

還沒結婚吧？”老婆很驚訝：“你這麼遲鈍的

人，居然也看得出來？”

我不甘落後，得意地回道：“那是，多明

顯啊，他們一看就是還沒經歷婚姻現實的洗禮

，滿滿的粉紅泡泡。”此時，老婆的臉色已經

有點兒變了：“你講清楚，為什麼結婚前就可

以甜言蜜語，結婚後就沒幾句好聽的話呢？”

唉，從一開始問這個問題，我就該想到會

有這麼一問呀！為了自保，我先是裝傻說才沒

有這樣，然後趕緊美言幾句，才躲過老婆的追

問。

後來想想，我真是沒想太多，因為很多感

覺都是自然的反應。就像沒談戀愛的人，看到

熱戀中的男女卿卿我我，多少會覺得有點兒不

自在。可一旦自己陷入了熱戀，在別人提醒下

才驚覺：哎呀，自己原來也是這個樣子。

對結婚的人來說，感覺什麼都變得現實了

：有房貸要還、有孩子要養。在這樣真實的情

境下，對話就自然而然地變得很務實，總不能

在跟老婆說要省著用錢的時候，還在說甜言蜜

語吧？

不過，女人似乎還是喜歡有點兒夢幻的感

覺，她們喜歡聽一些比較好聽的話，也難怪一

些嘴巴甜的人總是受到女性朋友的歡迎，特別

是那些已婚的女性。

有個男性朋友是數一數二的模範老公。有

一次我問他：“你怎麼能和老婆維持這麼好的

感情？”他說：“就是一個原則——要讓老婆

心裡舒服。”

朋友很貼心，還特別認真地給我做了示範

。如果老婆想買新衣服，而丈夫不想讓她買，

千萬不能直說，而是要跟她說：“我覺得，這

件衣服跟你其他的衣服不太好搭配，買回去還

會頭疼。”如果這招不好使，或者擔心不夠保

險，記得再加上這麼一句：“我覺得你的哪件

衣服其實比這件更好看。”

聽他這麼一說，我整個人都呆住了：媽呀

，結婚後講話怎麼還能有這麼多套路？不過，

仔細想想，他的說法其實挺真誠的，而且也沒

有說假話，只是做了一點兒包裝，讓老婆聽起

來舒服一點兒。

相比之下，我講話就實在是太難聽了。有

一次，老婆去逛特賣會，發來一張照片問要不

要買鍋。嫂子馬上回說要買，還說價格特別便

宜。我回復說：“也沒太便宜，別買了。”老

婆私下對我說：“你什麼意思啊？這麼說，是

要嫂子買還是不買？”

雖然都是講真心話，可是，一個讓人聽起

來很舒服，一個讓人聽起來不舒服。如果只是

包裝一下，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還可以讓

老婆聽起來舒服，確實應該練習好好說話。

不過，說實話，男人一般不太愛表達，如

果哪天說了挺多，通常是已經忍一陣子了。在

這種情況下，還要繞彎子講好聽的話，想想也

確實挺不容易的。

所以，各位女同胞，你們可以主動出擊，

試探性地問問老公的感受。即便他的回答可能

還是會讓你有點兒生氣，但如果不是在他忍無

可忍時說出來的，應該也不會那麼難聽。平時

多讓他釋放下壓力，保准他不會莫名其妙地說

特難聽的話。當然啦，如果你希望老公總是對

自己講好聽的話，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他，有

好的部分你就說，不好的就甭說了。

話說回來，我覺得夫妻相處還是真誠一點

兒好，只是在真誠表達時，也要多考慮下對方

的感受，這樣就足夠了。畢竟，甜言蜜語聽多

了，也會“膩”耳的！

甜言蜜語也會“膩”耳，夫妻相處真誠最好

夫妻偶爾拌嘴，稍微嚴重點兒則會吵架，

所有婚姻中的男人都應該知道，無論吵到什麼

地步，有些話絕不能說出口，例如：

“早知道我就不娶你。”

這句話的殺傷力究竟有多大？我推演一下

，許多女人會回罵：“早知道我才不嫁給你。

”

氣頭上的男人不甘示弱：“好啊，我們離

婚。”要是女人的氣更大，很可能說：“離就

離。”

從拌個嘴演變為離婚，他們甚至忘記為什

麼拌嘴，吵架的重點經過一連串的氣話變成：

“他居然說離婚。”

氣話有其範圍，頂多說說……不涉及無法

收拾的“三級及其以上的言論”，比如：

這回是女方發難：“你就是忘不了小珍，

以為我不知道？”男方馬上回嘴：“小珍又怎

麼樣？她至少不會成天雞蛋裡挑骨頭。”女方

這回真氣了：“去找你的小珍啊。”

事情起源於兩人熱戀時相互告白，男方誠

心誠意交代過去而說出初戀情人小珍，接著的

10年“小珍”這兩個字從未出現在兩人生活裡

，不知女方怎麼突發靈感，喊出挺忌諱的名字

，一下子便“莫須有”了。

之後兩人氣消而恢復感情，奇怪的卻是，

“莫須有”的小珍繼續隱隱地存在，或許另一

個 5年後，女方會問：“你是不是還沒忘記小

珍？”

乖乖，一旦養成互揭瘡疤的習慣，那可真

揭不完。因此我所謂的“三級及其以上的言論

”，指的是會引發後遺症且可能永遠無法釋懷

的，例如：

“我就是討厭你媽。”殺傷力不輸給埋下

一枚不定時的原子彈。

好吧，就算真不喜歡他媽，說法也得是：

“你媽是不是討厭我？”你看，只不過主詞和

受詞調換一下位置而已，殺傷力便差多啦。

吵架另一個大忌是是非題，比如“你到底

要你同事還是要我？”不吵架時男女都明白，

偶爾和同事喝酒到半夜才回家，與愛不愛老婆

是兩回事，一旦扯進吵架裡，問題即擴大至不

好收拾的地步。

再說我最近碰到的可能是最壞的是非題：

“你到底戒不戒煙？”戒與不戒，是與非。我

可以生氣地回答：“不戒。”可是我知道這樣

的回答會使老婆更生氣，因為她提出是非題，

我竟然不加考慮即回答“非”，她難下臺。基

於結婚多年血淋淋的教訓，我乖巧懂事地回答

：“先減量，每天不超 5

根。”她雖不滿意，起碼

能接受的，算了。

孔子說三思而後行，

用在男女之間，意思是若

夫妻吵架，話不能順口而

出，得默念 3 次，讓它沉

澱、過濾、減重。說不定

經過此程式，氣話無形地

消失，轉化為：“我錯了

，別生氣。”

夫妻吵架另有時間的

範圍，兩人吵得不高興可

能有一方不理對方，換言

之，冷戰。那麼另一方不可讓冷戰的時間超過

3天，最好當場解決，寧可先認錯，日後挑恰

當的時間再說明自己的立場，犯不著立即戰備

，畢竟是夫妻，不是負氣。要是硬讓時間超過

3天，收拾起來頗費事，像諸葛亮和司馬懿對

陣，稍微拖久點兒，糧草不足，諸葛亮保證不

死要面子，馬上撤兵。換成關雲長，兵不多，

將有限，非要兩面作戰，徒然累死自己。

我當然比不上諸葛亮，我學豬八戒，與老

婆吵架，一見勢頭不對，拖著九齒釘耙回頭便

走。於是，打仗讓孫悟空上陣、師父唐三藏念

的緊箍咒只疼大師兄、覺沒少睡飯沒少吃，到

時修成正果，換來個淨壇使者，晚飯是黃魚燒

豆腐外加兩杯高粱酒。

無論老婆多麼激動地要吵架，打死我也不

會說：“閉嘴。”因為我覺悟，若她閉嘴，我

日子更難過。向銀行貸款得付利息，和老婆吵

架亦然。差別是，前者可能請我喝茶，後者乾

脆把茶淋在我腦門。

聽說茶不能生髮，可能加速掉發……

婚姻中，經常吵架的夫妻，一定要記住這幾個底線

每個女人在結婚的時候，都想找一
個在凡事上能夠包容自己，寵自己的好
男人，值得自己一生都無所畏懼的依
靠。

然而，卻常常事與願違。不是男人
不優秀，也不是男人不愛自己。而是許
多男人都不是很聰明，總是在和自己的
老婆講道理。

婚姻裡，需要的是浪漫，是溫馨，
可很多男人把自己變成了鋼鐵一樣的機
器，在婚姻裡發生一點端倪的時候，就
要以理服人。

豈不知，婚姻是愛的世界，而不是
道理的戰場。若想婚姻幸福，至少兩個
人在生活裡要常常互相愛護，互相理
解，互相融合，而不是你輸我贏。

作為男人，在和自己妻子講道理的
時候，贏得一時，輸了一輩子。

過日子，愛和老婆“講道理”的男
人，往往會輸掉婚姻。

01
婚姻裡，大部分的吵爭吵，都是

因為男人不會講話

說到婚姻裡的爭吵，大家腦海中都
會浮現一個畫面：

兩個人在吵架，女的聲音突然提高
了一個分貝，男的就在一旁大喊：“你
居然敢這樣和我講話？你再說一次試
試？”

很多時候，真正吵起來的架，誘因

並不在女人這裡。原本一個擁抱就可以
解決的問題，因為男人的態度不好，最
後硬逼著女人越吵越凶。

男人和女人的思維模式不一樣，吵
架的思路也不一樣。男人多喜歡以理服
人，而女人多是以不講理的方式，來表
達自己對男人的愛。

曾經有一位女士，在被問到理想型
伴侶是什麼樣子時，她直言不諱：“要
找一個能好好吵架的，不會吵架的我不
要。”

朋友慧慧和她老公總是吵架，結婚
十來年了，也是吵了十來年，但卻從來
不影響兩個人的感情，兩個人出雙入
對，還像初戀時的模樣。

問及慧慧感情炙熱的秘籍，慧慧
說：“兩個人一直以吵架為表達愛的方
式。”

女人是用來愛的，而不是用來講理
的。男女雙方吵架，男人講的話有多難
聽，吵架的級別就有多深。

如果你會說話，一句話就可以化干
戈為玉帛；如果你會解決問題，一個微
笑就可以治癒所有的不愉快。

人分為兩類，一類人是會說話的，
一類人是不會說話的。在生活中的任何
場合，會說話的人總是備受青睞，而不
會講話的人，辦什麼事情都不是那麼
順。

在婚姻裡也是如此，如果男人會講
話，就連吵架都吵不起來，即使吵過
了，也會和好如初。

無論你在吵架中如何爭執，道理都

很簡單，就是很多的女人借吵架表達自
己的愛，相對于吵架中男人的言語，女
人更願意聽到的是“我愛你”。

婚姻本質上，就是一件吵吵鬧鬧的
事情，如果男人在婚姻裡不好好講話，
勢必會激化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局
面。

02
愛你的男人，會向你主動服輸

都說男子漢大丈夫，七尺男兒不服
輸。可是在婚姻裡，男人再仗義，再義
氣用事，對於妻子，都要柔和一點為
好。

在兩個人發生分歧的時候，只要不
是原則性的問題，主動一點服輸，讓著
妻子，向她認錯，才是解決矛盾的正確
途徑。

大家都知道袁詠儀是一個買包“狂
魔”，她總是買各種各樣的名貴包包，
家裡出現了一個亂花錢的女人，男人自
然會很生氣。

然而，張智霖卻沒有大動什麼干
戈，而是勸袁詠儀：“求求你，不要再
買了。”

有一次，記者問張智霖：“你老婆
已經有很多的包，還要再買包時，你跟
她講道理說再別買了嗎？”

張智霖看了一下袁詠儀，回答道：
“我不會和她講道理，道理和她，我選
擇她。而且女人嘛，寵著就行。”

兩個人結婚這麼多年，仍然是一副

熱戀的狀態。
張智霖說：“每次吵架，我都會

想，我失去她會怎麼樣。所以我寧
願主動認錯和好。男人嘛，認錯沒
什麼，最怕是失去了，來不及後
悔。”
其實，對於吵架，男人願賭服輸也

好，女人無理取鬧也罷，每一場爭
吵都是因為彼此有愛。
作為妻子，因為愛才會生恨，才會

在你面前肆無忌憚地哭鬧，發脾
氣；作為丈夫，因為愛你，才會包
容你的壞脾氣，任你無理取鬧，也
不發火，甘願服輸一輩子。
人生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尤其是

在婚姻裡，兩個二十幾年無交集的
人，要一起生活數十載，確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發生矛盾也再所難

免。
對男人來說，兩個人吵架時的最佳

方式就是服輸。當然，服輸並不是說男
人沒有主見，不是說男人真的無能。

恰恰相反，在家裡，在自己的媳婦
面前，吃多大的虧都行，而在外人面前
不吃一點虧，才是真正有氣概的男人。

婚姻是一場豪賭，在妻子面前認輸
的男人，願意犧牲自己，以自己的委屈
成全愛人，這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好男
人。

03
高情商的男人，從來都不會和老

婆講道理

作家粥佐羅說，他最見不得一種事
情，就是情侶在地鐵站大聲吵架。

他很想去跟那男的說：“她只需要
一個擁抱，你卻在這跟她講道理。談戀
愛不是上課，女人需要的是一個愛人，
而不是一個隻會講道理的老師。”

在社會上，人與人交往是需要講道
理的，因為要加強溝通，才會有可能交
往下去。

可是在婚姻裡，只有兩個人，一個
丈夫，一個妻子。這樣，我們需要的就
不是道理了。因為婚姻來自於愛情，所
以矛盾的終端是需要用愛來解決一切。

朋友汪洋有一次和幾個朋友吃了
飯，飯後又送一位女同事回家。結果妻
子知道後大鬧了一場，汪洋一再解釋，
可是有些問題就是越描越黑。

最後，汪洋索性不解釋了，任老婆
怎樣吵鬧，也不吱聲了。

過了幾天，妻子經過多方求證，知
道了事情的原委，不誤會自己的老公
了，兩個人又和好如初了。

婚姻裡，並不只是你對我錯這麼簡
單，很多人之所以在婚姻和感情裡遊刃
有餘，是因為他們瞭解自己的婚姻，更
瞭解婚姻裡那個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她。
並且，無論何時，都包容、愛護、體貼
她。

婚姻需要的是雙方互相體諒，在婚
姻裡男人真正需要做的，是改變一下自
己的語氣，並付之於行動，才會感動女
人，鎖住女人的心。

婚姻好比一場拉鋸戰，一方贏了，
另一方必然輸掉，這樣的婚姻不會幸
福。

幸福的婚姻，是兩個人在精神和物
質方面都要勢均力敵。如果不平衡，婚
姻就會不和諧，自然就難以幸福。

婚姻裡，女人真正想要的，是男人
更瞭解自己，體諒自己，知自己的心
意，給自己更多地呵護。而真正高情商
的男人，從來都不會和老婆講道理，而
是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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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裡，真正疼你的男人，不會

和你“講道理”

盧 梭 說 ： “ 跟 女 人 沒 有 道 理 可
講。”

以前不懂這句話的真正含義，直到
後來，見了太多夫妻在吵吵鬧鬧中過一
輩子，又在吵吵鬧鬧中離婚了才知道，
原來婚姻裡，和女人吵架也是需要動腦
子的事情。

如果你要說服一個人，特別是朝夕
相處的妻子，最好的方式並不是講道
理。

道理誰都懂，關鍵要看態度。你要
知道站在她的角度，用溫和的方式去對
待。才能贏得她的心，也才能得到妻子
的認同與信任。

和老婆講道理的男人，都不是很聰
明。聰明的男人不會和老婆講理道理，
而是懂得妥協，讓整個家庭和睦。

家是愛和被愛的地方，不是你輸我
贏的戰場，更不是給人定罪的法庭。

婚姻裡，真正疼你的男人，不會和你“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