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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樣的一種
現象，就是你們身邊有些人，每一次戀
愛都不長久，每一次談戀愛不久就分手
了，或者有時候沒有分手，卻對對方充
滿了怨言。

也許我們不瞭解的時候，總以為都
是他們的戀愛對象有問題，可是慢慢時
間久了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他們自己本
身很有問題。

就像是《暗戀》中的葉展顏，她很
喜歡盛淮南，可也正是因為她喜歡了，
總是覺得盛淮南就應該為自己做什麼。

盛淮南是學校的校草，喜歡的人很
多，而盛淮南選擇了她，被選擇之後，
葉展顏總想在任何時候都表現出盛淮南
很喜歡自己的感覺，於是她在任何時
候，都會表現出一副和盛淮南感情很好
的狀態。

一開始盛淮南願意配合，覺得有了
女友就該讓大家知道，可是後來慢慢盛
淮南發現葉展顏越來越過分，時刻都希
望自己在人前表現出很愛她的模樣。

看著這樣的葉展顏，盛淮南越來越
不開心，因為他有一種被強迫，被控制

的感覺，而盛淮南不願意之後，葉展顏
並沒有覺得是自己做錯了，而是覺得，
盛淮南明明和自己在一起，為何不願在
人前表現出很愛自己的模樣呢？是不是
不愛了？

於是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他們之間為了這件事也傷了感情，甚至
不久後，因為盛淮南家裡的原因，最後
他們分開了。

相信有很多人疑惑，明明很相愛，
為何不長久呢？其實真正的原因心理學
可以解釋。

不長久的背後，是過度理由效應
心理學中有個說法叫：過度理由效

應，說的就是每個人都傾向於讓自己和
被人的行為看起來合理，所以總是會為
自己的行為找理由，一旦找到了充分的
惡理由，就會認定這個理由是行為的主
要原因。

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總是會傾
向於那些顯而易見的外部原因，比如金
錢、權力、感情等。

舉個例子，比如一個女人喜歡男人

做飯給自己吃，而一個男人也為了讓女
人開心便開始做飯給對方吃。

若是做了而一次兩次，甚至好幾次
之後，有天男人沒有做飯，女人就會責
怪男人，覺得男人是不愛自己了，是出
現了問題。

但其實，從戀人之間的角度來說，
對方完全沒有必要給自己做，做是因為
愛，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對方做了，就對
對方進行綁架，覺得對方應該要做，這
是對方應該的。

很多的感情都是毀於這樣的過度效
應，也就是明明是我們的思想出現了問
題，還覺得是對方的問題，甚至找的理
由讓人無法反駁。

也許一次兩次還好，可若是次數多
了，一段感情，必然就出現問題了。

過度理由效應，會引起下面三種情
況

一般在一段感情中，一方在過度理
由效應下，沒有意識，另一方就會有壓
迫感，甚至嚴重的話會覺得自己找錯了
對象。

而那些在過度理由效應下的人，就

會出現下麵這三種情況。

認為他人的付出，是理所應當
一旦一個人擁有了過度理由的心

理，就會認為別人的付出都是應該的，
別人應該給自己做這件事，以前都做了
為何現在不能呢？

於是一旦對方不做了，他們就不能
接受，甚至是不能面對現狀，從而和對
方發生爭執，可是他們卻忘記了，其實
對方完全可以不去做這些。

對他人的付出，沒有感恩
擁有過度理由心理的人，對別人的

付出從來都沒有感恩的心理，他們始終
都是一副理所應當的態度，在他們看來
這是應該的，反而不錯才是錯誤的。

這樣的人，只會讓對方感受到心
寒，只會讓對方覺得自己付出的不值，
讓一段感情消失的更快。

不斷的索取
過度理由心理的人，會出現的第三

種情況，就是不斷的索取，比如對方位

自己做了一件事，他們就想要更多，覺
得既然能做一件，就可以做更多件。

而他們自己卻意識不到自己的問
題，可是這樣的心理或者是行為，會讓
對方感覺不舒服，在一段感情中，對方
感受不到愛，他們感受到的只是一個自
私的戀愛對象，一旦對方有了這樣的定
義，那麼一段感情也就差不多走到頭
了。

想要一段愛情長久，就要避免過度
理由效應

有時候我們總是想不通為何別人的
愛情能夠長久，而我們的愛情總是無法
長久，不是感受到心寒，就是感受到失
望，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其實，真正錯的是，我們的心理反
應。

也就是在對方對我們好的時候，我
們的心理反應是愛，是包容是理解，是
感恩，那麼對方就能感受到付出的值
得。

可若我們的心理反應是應該的，對
方就該做，這是理所應當的事，那麼對
方就會覺得付出很不值得，於是他們會
停止付出。

一旦對方停止付出，一段感情就會
出現問題，可若是我們感受到對方的安
心，回饋給對方更多的愛，對方就會更
願意去做，而我們的感情也會更好。

舉個例子：
我們很喜歡男友做飯給我們吃，而

男友也為了我們的喜歡開始做飯給我們
了，此時我們不要覺得對方是應該的，
而是要明白，這是因為對方愛我們，我
們就要好好去珍惜這份愛。

我們要做的額不是理所應當的去接
受，而是看看對方有沒有什麼喜歡的事
情，我們也做讓對方開心。

這其實就是互相討對方開心，只有
這樣，我們才會在一段感情中，付出
愛，感受到愛，而我們的另一半也才會
在一段感情中和我們一樣，付出愛，感
受到愛。

這樣我們的感情才會更穩定，也不
會動輒就分手。

所以真正聰明的人，懂得避開過度
心理效應，而是用愛去回饋對方的付
出，在享受愛的同時，付出愛。

餘生，做一個真正聰明的人吧！讓
我們不要丟失那個真正愛我們的人。

為什麼你的愛情每次都不長久？心理學告訴你原因

週 末 的 時 候 ， Lina 給 我 打 電
話。她說得又想哭又想笑。

她朋友的老婆，懷疑lina跟她老
公出軌，要轉移財產，攜款遠走高
飛，揚言要報警。

給 Lina 的老公打電話不說，還
不斷給她發騷擾短信，各個她們共
同在的群裡，被她的這段信息發得
全是。

Lina 和 他 先 生 是 聯 合 創 辦 企
業，同進同出，像連體嬰兒一樣。
用 Lina 的話說，連個空隙都沒有，
哪有時間出軌。

沒有照片，沒有證據，就是憑
著她自己的意向，但她就是覺得她
老公要轉移財產，跟Lina走了。

我的天吶，請問是在演連續劇
嗎？

“這兩天，我不敢去與她針鋒
相對，因為她已經坐實了自己是受
害者，我真的擔心她做出什麼偏激
的行為來。”Lina和我說。

“你老公知道這件事，有沒有
任何懷疑？”我問Lina。

Lina 說，我老公雖然表面上說
是不相信的。但我明顯感到，他的不相
信是因為那個女人沒拿出實際證據。他
最近幾天，我的手機一震動，他就會非
常警覺。

“我現在實在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
辦？那個女的做事情非常衝動，而且認
死理，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在
現在，她還不斷給我發微信，說要報
警。”

“如果沒猜錯的話，在感情裡，她
是不是極度弱勢的人，或者說也是看似
兇悍實則卑微。”

Lina說，沒錯，控制欲很強。他老
公有一次被氣得跑來我們家躲風，據
說，因為他的西裝有一點點紅色，於是
認定是有女人蹭了他老公留下的口紅。
怎麼解釋都解釋不了。

我也是呵呵了。
所以就不意外。
她認定我閨蜜Lina的出軌，或許在

她看來，只要一點點眉眼浮動，定是跟
他老公有了別心。而她越害怕老公出
軌，其實自己越不高興。

女人最怕的就是生於情，死於情。
把感情看得比自己還重要，於是，

就時刻擔心被奪走。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女人越

獨立，婚姻越自由》，女人為什麼要把
那麼多時間浪費在管男人上？

沒有他，難道你的生活會很糟糕
嗎？沒有他，難道你活不下去了嗎？

我說這句話的本意是，婚姻裡，一
個女人的獨立，並不僅僅在於金錢，而
是在於精神的本質。你在最好，沒你也
很好。

曾經有一個讀者給我寫信，說，有
一段時間，發現自己的老公總是晚上很
晚回來，於是偷偷出去跟蹤。但跟蹤了
差不多三個月，也沒發現任何。老公除
了在單位，就是與客戶在一起。

但她還是認定她老公是出軌了。
“我覺得肯定是我跟蹤得不夠長

久，你覺得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讓他承
認他有婚外情。”

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很想回復
他，是你的，不需要你管；不是你的，
你也管不了。你管得住人，管得住心

嗎？
我問她，你如果認定出軌了，是不

是打算辦離婚？
她說，不是，我只是希望給他個警

告，讓他待我好一點。
她給我描述三個月的生活：
她每天早上老公出門之後，都會非

常沒有安全感。沒有辦法好好上班，中
途經常翹班出去，去通訊公司查老公的
通話記錄，然而因為不知道老公的查詢
密碼，只能作罷。

每天下班之後，給老公打一個電
話，一起吃完飯，老公會回單位工作，
或者與客戶去談生意。

她就跟出門。她還偷偷在她老公手
機裡裝過定位儀，但後來被他老公發現
了。

“老實說，你這樣的日子，是把自
己逼到了絕路。你花那麼多時間在老公
身上，為什不多花時間在自己身上。”

她突然沉默了。
我說 90 天，如果你去打磨一項技

能，都快學成了；如果你去護膚做保
養，只要產品不是很糟糕，也一定有起

色；你要是去會朋友，自己也快有幾個
熟人了。

而你卻做了一件事，跟蹤。
後來，她說，我知道了。
我們因為他狼狽而卑微，換來的不

過是他驕傲的臉，知道你離不開的心，
和可以丈量的感情。

聰明的伴侶，從來不是讓自己離不
開，而是讓自己變成離不開的人。

曾經有人跟老陳說，你們異地戀，
她又經常出去跟人談合作，你可千萬要
小心她身邊的男人了。

老陳總是笑：婚前婚後不一樣，婚
後，夫妻之間，如果連這點信任都沒
有，不如離婚得了。

他有一句名言：好的婚姻，是彼此
信任。

很多次，我也問過他，到底對於那
些流言蜚語會不會有懷疑？

他說，我沒時間關心那麼多，過不
下去了就分開，沒有誰離不開誰。

男人和女人，無論是不是在婚姻
裡，首先是照顧好自己，其次是信任別
人，最後是互相打磨對方。

婚姻會有，但先有情，對嗎？猜疑
會有，但先有證據。

一個人開始對另一個人懷疑，就是
感情錯落的起點；

一個人開始對另一個人糾纏，就是
婚姻卑微的開始；

我們的生活還有很多年，或許婚姻
也期盼著長久，可是，“你老婆出軌
了”，“我老公出軌”，都抵不過一
句：在一起很好，不在一起也沒關係。

婚姻很重要，也很脆弱。
但自己必須重要，也必須堅強。
至於所有人呢，讓自己活得漂亮，

抵得過任何的我們非得在一起。想想村
上春樹的有一句話：不管全世界所有人
怎麼說，我都認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確
的。無論別人怎麼看，我絕不打亂自己
的節奏。喜歡的事自然可以堅持，不喜
歡怎麼也長久不了。

感情也是啊。要堅持自己的感覺，
合則聚，不合則散，大不了一個人，也
可以好好過一生。

那些臆想老公出軌的女人
其實可以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