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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庭關係出現矛盾時，很多人往
往習慣於把問題歸因於他人，認為自己
是受害者，是無辜的。

那麼，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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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系統裡，參與者誰也不無辜
一個妻子向治療師抱怨丈夫對她有

多麼不好。治療師問她：“你當初選擇
跟他結婚，證明他當時還不錯。他現在
變得這麼不好，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做
了什麼？”

妻子立刻說：“我什麼都沒做！他
變得不好，跟我沒有關係！”治療師
說：“他對你這麼不好，而你什麼都不
做。”

“我什麼都沒做”這句話是一把雙
刃劍：

一方面是在說，我很無辜，我是一
個受害者；

另一方面卻是在說，我在這裡採取
了一個動作，這個動作叫“默許”，這
個動作叫“不作為”，這個動作叫“保
留原狀”。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作為，
特別是在對方對你很不好的時候。

很多治療師一聽你什麼都沒做，那
肯定是你老公的問題了。可系統治療師
卻會追問：“為什麼你什麼都沒做？”
沒做的背後一定有很好的理由，讓你選
擇維持現狀。

“失敗的婚姻裡，沒有人是無辜
的”| 給所有已婚人士的忠告，請一個
字一個字地看完
有很多女人認為，奇葩婆婆是比第三者
更可怕的存在。事實上，婆婆只是家庭
系統中的替罪羊。

有一個婆婆對兒媳很差。一次，兒
媳做菜時把手切了，鮮血直流。婆婆看
了一眼，馬上找出一雙手套給她戴：
“這樣你就不怕濕了。”然後指揮兒媳
去刷碗。

兒媳向朋友抱怨：“你說這樣的婆
婆是不是很奇葩？她為什麼會這麼過
分？”可當朋友給她支招時，她又會馬
上說：“沒用的，我說了她也不聽。”

婆婆和兒媳是兩個人，兒媳說的任
何話，婆婆都可以不聽。但問題是，婆
婆不聽，兒媳就什麼也不做了嗎？

其實，孩子也經常不聽我們的話，
但我們會告訴孩子：你可以不高興，你
可以耍賴，你可以生氣，但今天我們買
完這些東西就得回家，你要做作業。

面對孩子的“不聽”時，媽媽們一
般都很果斷，會採取相應的行動。

所以，根本問題不在於婆婆聽不
聽，而是在於兒媳到底是選擇聽婆婆
的，還是聽自己的。

兒媳的抱怨不是真的想改變現狀，
只是想向別人證明：我的婆婆真的很過
分，很奇葩，我是個受害者，我的生活
很不幸。這樣，她就可以不為自己負責
了。

比如，她可以不用面臨與婆婆的衝
突，面對情緒壓力；不用承擔一些責
任，萬一婆婆生氣走了，沒人幫我照顧
孩子做家務；不用惹老公不高興，影響
夫妻關係。

而且，我什麼也沒做，我的婚姻不
幸就全是奇葩婆婆的錯。

而如果做了什麼來改變現狀，萬一
日子還是過得不好，那麼我就要承擔全
部的責任。

所以，往往奇葩婆婆與不願為自己
負責的兒媳是配套出現的，這就是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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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向伴侶發出明確、有效的信號

有一個男士因為醉酒，和女同事發
生了一夜情，結果女同事懷孕了，他的
婚姻因此陷入危機。

他覺得自己很無辜：“我是喝醉了
啊！我是無辜的！”

真的無辜嗎？他沒有做避孕措施，
參與了這起事件。而不做避孕措施，代
表他默許懷孕的發生，甚至是願意給這
個女人一定的承諾。

很多男人總說“我喝酒了”，好像
他根本沒法選擇自己喝不喝酒一樣。

事實上，他有很多選擇：不喝或者
少喝讓自己保持清醒；或者喝酒後回
家，不與妻子以外的女人發生性關係。

還有些時候，我們雖然做了一些
事，但卻是無效的。

比如，孩子看電視，媽媽說：“你
不要看電視了，看電視對眼睛不好。”
孩子接著看。

10分鐘後，媽媽又過來說：“你不
要看了，我都跟你說你不要看了，你還
看！”孩子繼續看。又過了 10 分鐘，
媽媽過來說：“你怎麼還在看電視？”

媽媽一直在說，但是卻沒有關掉電
視的動作。孩子接收的信息是：我可以
繼續看電視，代價是忍受媽媽的嘮叨。

很多妻子對待
丈夫，就像這位媽
媽對待孩子一樣。
一邊抱怨嘮叨，一
邊把家務活兒都幹
了。

在這裡，我不
是指責妻子，而是
說，我們需要向伴
侶發出明確、有效
的信號。

比如，有的妻
子就很聰明，對丈
夫說：“你做什麼
都行，就是不許和
我動手。只要你動
手一次，咱們就離
婚，我說到做到！
到時候，你就算下跪求我也沒用！”

她的丈夫果然從來沒有和她動過
手，哪怕兩人吵架吵得很凶。

這個丈夫不見得就比別的男人人品
高尚，只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家暴要付
出的沉重代價，不敢跨越妻子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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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夫妻互動模式，婚姻才會真正改變

想要真正地改變婚姻現狀，必須從
當下的互動模式入手。當互動模式改變
了，夫妻跳出彼此嵌套循環的怪圈，一
切就都改變了。

有一對夫妻，他們的關係非常差，
只要在一起就吵架。他們去看家庭治療
師，想知道他們為什麼總吵架，怎麼樣
才能不吵架。

家庭治療師說：“我必須知道，你
們具體是怎麼吵的。我這裡有一台錄音
機，你們隨身帶著。當你倆想吵架的時
候，就按下錄音按鈕。這樣，我就知道
怎麼幫助你們。”

這對夫妻拿著錄音機回家了。一個
月後，夫妻倆沮喪地對治療師說：“對
不起，我們這一個月嘗試過很多次，但
是沒吵起來。每次想到要按錄音機按
鈕，或者是按完按鈕之後，就突然不想
吵了。”

這是因為夫妻倆當下的互動模式被
改變了。

之前，他們吵架是因為衝突，但
是，當按下錄音機按鈕之後，他們的關
係就變成了合作——合作表演吵架。這
就是系統家庭治療中的“悖論幹預”技

術。
曾奇峰老師曾說，治療師要在來訪

者的症狀上“吐口水”。這樣，當他在
用這個症狀時，就沒那麼爽了，覺得上
面沾了治療師的“口水”。

當治療師允許來訪者保持現狀，來
訪者反而不想保持了，於是改變成為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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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去構建一種新的婚姻模式
在《循環提問》一書裡，有一對年

輕的夫妻，丈夫有賭癮，所以經常會遇
到財務困難。

妻子感到非常絕望，即使丈夫發誓
戒賭，她也沒辦法確定，他明天會不會
又賭。

治療師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沒有
聚焦在“如何不讓丈夫去賭”，而是建
議夫妻倆AA制，自己賺的錢自己花。

這樣做的好處是，不管丈夫賭不
賭，都不會影響妻子的生活質量。當
然，妻子依然不知道丈夫是不是在賭
博，治療師也沒有要求丈夫戒賭。

一開始，他們都很困惑，各種不適
應。但是，生活慢慢地出現了神奇的變
化：妻子有了很多積蓄，她發展了自己
的愛好，經常去跳舞，還認識了一些優
秀的異性。

丈夫不瞭解妻子的財務情況，又看
見妻子和人跳舞，吃醋、暴躁，他們有
時候會爭吵。

但是，他們的生活有激情了，性生
活變好了。一段時間後，他們還有了孩

子，生活一直向前進行著。
類似這樣的案例很多：
丈夫出軌後回歸，妻子總是擔心他

和情人藕斷絲連，每天查他的手機，搞
得夫妻關係很緊張。

我建議妻子每天關機兩小時，不與
丈夫聯繫，徹底消失。在這兩小時裡，
她可以去做任何能讓自己開心的事。然
後，永遠不告訴丈夫，自己去幹什麼
了。

發生過外遇危機之後，我們都知道
挽救婚姻最好的辦法是重建信任。但
是，這個過程是極為艱難和漫長的，有
的夫妻可能終其一生也沒辦法再建立起
真正的信任。

所以，我們倒不如去掌控不信任，
每個人都給自己留一些讓對方不信任的
空間，試著去構建一種新的婚姻模式。

當下的現實是：我們永遠沒法再重
新回到過去相互信任的程度了，因為我
們有傷。

所以，乾脆看看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怎麼過得更好。改變互動模式
後，這對夫妻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了。

我們應該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理
解家庭裡的每一個人，而不是把矛頭指
向某一個人，告訴他“你改好了，我們
全家就都好了”；

以一種更客觀的視角去理解這個家
庭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通過改變夫妻互動模式，讓婚姻裡
的人多一些幸福，少一些痛苦。

“失敗的婚姻裡，沒有人是無辜的”

2017年3月2日，在南京市婦聯舉
辦的相親會上，兩對夫婦交談甚歡。穿
唐裝的婦女對戴眼鏡的婦女說，我兒子
是海歸，今年 33 歲了，還沒談過戀
愛。戴眼鏡的婦女說，我女兒也是海
歸，回國開時裝設計室，還給好多刊物
撰稿。穿唐裝的婦女忙說，不如咱們安
排個時間，讓他倆見個面?戴眼鏡的婦
女連連點頭，兩人的丈夫也贊同。

穿唐裝的婦女提到的兒子叫秦書
漁。父母代他相親時，他正在北京出
差。中午，他接到表妹電話說母親生病
了，便急飛回南京。他剛進家門，卻見
母親笑吟吟地說，這回我們給你相的對
象，你肯定相得中。

1984年，秦書漁生於南京一個知識
分子家庭。2008年，他留學英國。4年
後，他獲得雙博士學位後歸國，在某車
輛製造子公司任副總工程師。他的事業
令父母驕傲，婚事卻一直讓二老牽掛。
秦書漁留學期間與一個英國女孩相戀，
後被拋棄，從此他打定獨身的主意。回
國後面對父母催婚，他總是搪塞，每次
相親後就沒了下文。時間長了，父母不
禁擔心他生理有毛病。

一天，秦父忍不住問兒子。秦書漁
終於說，我生理正常，但打算一生獨
身。父親急了，厲聲道：“你要是不結
婚，就別再回家!秦書漁無比歉疚。

3月3日上午10時許，秦書漁被父
母拉到相親角。一會兒，一位女孩在父
母陪伴下來了。雙方家長為他們互相介
紹後，秦書漁得知，女孩叫潘曉婷，
1986年生，大學畢業後自費留學法國8
年。

兩人離開雙方父母一段距離後，秦
書漁誇道，你很漂亮。潘曉婷一笑，
說，謝謝。我是被父母硬拉來的，我是
不婚主義者。秦書漁笑了，想不到遇上
‘知音’了。我是被我媽騙回來的，你
以為我想結婚?聽完他的愛情遭遇和獨
身觀念，她與他相視一笑。於是準備
“速戰速決”的兩人相約走走。

兩人在咖啡廳落座後，秦書漁不禁
問，你為什麼有不婚的想法?原來，潘
曉婷回國後她談過一次戀愛，但對方有
家暴傾向，她毅然分手。還有一對夫婦
都是她同學，但丈夫出軌，女同學精神
崩潰跳樓自殺。她一想起他們的婚姻就
不寒而慄，也抱定了獨身的想法。

每次父母拉她相親，她回家後就告
訴父母，我沒看中。直到 2016 年冬的
一天，潘母聽一位老鄰居說，樓上樓下
都說你女兒留學勾引外國人，回國勾引
大老闆，所以沒人要。父母第一次對女
兒發火，你聽聽閒言碎語，讓我們怎麼
有臉見人?求你嫁了吧!遇見秦書漁前，
潘曉婷一直在糾結，是不是為了讓父母
安心，狠心把自己嫁了?

此後兩人保持來往，只是為應付父
母時，他們才聯繫對方。2017 年 9 月
初，雙方父母催他們國慶節訂婚。潘曉
婷提出雙方向老人坦白，秦書漁不想再
讓父母傷心，苦思應付之策。一天，他
突然靈光一閃，然後約潘曉婷見面，
說，我倆都不想結婚，又不想傷父母的
心。我倆做樣子結婚，你還是你，我還
是我。潘曉婷點頭，補充道，咱們定個
期限，領結婚證後再秘密辦離婚手續。
最終雙方約定“協議結婚”時間為半
年。

接著，兩人和雙方家長商量結婚事
宜，暗地則討論婚後協議，如：不干涉
對方私生活，分室而居，逢年過節陪對
方回家應付親友，開支AA制等。2010

年元旦，他倆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兩人都在南京時，也在雙

方老人和朋友面前秀恩愛，然後一前
一後回婚房。有時潘曉婷晚上住自己
的工作室，秦書漁住單位宿舍，有人
問起，他們就說工作忙。平時接觸
中，二人發現對方並不煩人。轉眼過
了半年，兩人竟隱隱有些不舍。但為
了各自的“主義”，他們爽快地辦理
了離婚手續。

兩人一身輕鬆，交往反而多了。有
時一方會打電話約另一方喝茶，他們
驚奇地發現，彼此有許多見解相同，
對對方的好感越來越強。兩人還把各
自好友介紹給對方。潘曉婷認識了秦
書漁的好友李勁，他也認識了她的閨
蜜吳瀾。

2018年8月17日，大雨。那天潘曉
婷的車在修理廠保養，她在路邊等出
租車。突然，一輛轎車停在她面前。
秦書漁下車，紳士地為她拉開車門，
潘曉婷心中升起暖流。路上，她問，
你怎麼想到來接我?他說，我怕你著
涼。潘曉婷很有些感動……

當晚兩人住在婚房，聊得很愉快。
第二天一早，兩人都起晚了。潘曉婷
忙穿衣下床，給秦書漁擠好牙膏。他
刷牙，她已倒好洗臉水。除了母親，
秦書漁不曾享受過異性如此呵護。他
內心升起無邊溫暖。

2019年4月15日，潘曉婷重感冒，
併發急性肺炎住院。她給父母打電
話，父母到後問秦書漁怎麼沒來。她
忙掩飾：他一會就來。隨後悄悄給他發
短信。秦書漁趕來後，生氣地問，你病
了，為什麼不告訴我?她心疼他，咱倆
一點關係也沒有。你不來我沒面子。隨
後，他常陪伴左右，她打吊針上廁所不
方便，他舉吊瓶扶她到衛生間……不久
秦書漁出差，潘曉婷父母沒時間陪她，
給她請了護工。一天，她看著病友夫妻
恩愛，頓生羡慕。這次她不再回避內
心：是不是試試，讓他來愛我?她給吳
瀾打了電話。聽她說完，吳瀾說，你不
好意思，我幫你跟他捅破這層窗戶紙。
潘曉婷的自尊又浮出水面，拒絕了吳瀾
的好意。

2019年6月12日上午，已近一個月
沒和秦書漁聯繫的潘曉婷接到部門領導
的電話，說秦書漁突然昏迷。原來，前
不久秦書漁參與的一項機車設計發現瑕
疵，他倍感壓力。隨後他超負荷勞作，
12日清晨，已三晝夜沒合眼的他突然暈
倒。

潘曉婷驅車趕到醫院。經醫生搶
救，兩個小時後秦書漁蘇醒，她長出一
口氣。此後潘曉婷把工作室的事交給下
屬，日夜在病房守候。一天，秦書漁睡

著後，她悄悄坐在他身邊端詳。仿佛有
感應，他醒了。剎那間秦書漁決定：出
院後向潘曉婷袒露真情。如果她也喜歡
他，兩人就談一場戀愛。7月秦書漁出
院。但每當欲與潘曉婷表白，他又猶豫
了。

2019年8月3日，潘曉婷和幾個友
人雇了輛麵包車到老山風景區旅遊。2
天后，在回程途中，麵包車和一輛貨車
追尾，貨車上的鋼筋深深紮進坐在後排
的潘曉婷雙膝，她被緊急送往醫院。潘
曉婷雖保住了命，但雙膝以下不得不截
肢。自尊心極強的她拒絕所有外人探
視，包括秦書漁。他只得離開醫院，每
天趁她睡熟，悄悄來看她。

8月22日傍晚，潘曉婷把床頭櫃上
的玻璃杯摔碎，用一塊碎片狠力劃破左
手動脈。剎時，殷紅的血噴射而出!幸
虧這時潘父推門而入……得知潘曉婷自
殺的消息，秦書漁馬上趕來。他回想著
她溫情待他的一幕幕，覺得自己必須給
她一個活下去的希望，而且這希望要大
到足以令她徹底放棄死的念頭。

9月中旬，他接到吳瀾的電話，約
他見面。吳瀾掏出一份潘曉婷寫給父母
的遺書，日期是2018年1月7日，他倆
結婚的第7天。遺書寫道：爸、媽，如
果你們看到這封信，我肯定不在人世
了。雖然我遇意外的概率極小，但鑒於
我和秦書漁的關係特殊，有個書面的東
西才好。我與秦書漁結婚並非雙方真心
所願，我們商定半年內秘密離婚。如果
這期間我遇意外，你們不要怪他沒盡到
丈夫的責任，更不要對他有財產要求。
我只希望他過得好……吳瀾說，後來曉
婷喜歡上了你。我想過撮合你們倆，可
她又不知道你的真實想法，怎麼也不讓
我和你提。秦書漁流著淚對吳瀾說，從
前我沒讀懂她的愛，也沒勇氣，這次我
一定當面向她鄭重表白。

10月5日，潘曉婷出院。22日，秦
書漁要出差海南。出發前，他單獨約見
潘父，把他倆之間的真相講給老人。隨
後，他提議二老帶潘曉婷到海南散心，
他假裝與她偶遇。

10 月 24 日，潘曉婷和父母飛抵三
亞。25日下午，當父母陪她在“天涯海
角”的石道上前行，已守候的秦書漁迎
上前。面對絢麗晚霞，他深情表白，無
論你是否殘疾，我都決定和你相伴一
生，我不會辜負這份愛。潘曉婷驚喜不
已，害羞地低下了頭。

秦書漁回南京後，把和潘曉婷的事
也向父母合盤托出，表達了與她終生廝
守的想法。2020年1月12日，秦書漁與
潘曉婷辦理了複婚手續。秦書漁說，我
們複婚了。潘曉婷一臉嬌柔，是結婚。

兩個“不婚主義者”
當真愛的雷聲滾滾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