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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过年吵架率竟高达 25%

年度吐槽：过年吵架为何而“战”？
伴随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年俗风味，两口子拌嘴升级为吵架，成为现实版的“
年度大戏”。 点开某
论坛有关过年吵架话题的帖子，短短时间竟吸引了 18050 人次搬来板凳嗑着瓜子围观，发声者也高达
300 多人。 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夫妻过年吵架率竟高达 25%。 节后，离婚率又骤增，已然成为人们司空见
惯的普遍现象。
夫妻没有隔夜仇，学会化解发生在春节期间的各种争吵吧。

2、苦苦索爱无果型。
“一年到头了就给我妈买这点东西
呀？ ”
“凭啥一边多，我妈为咱付出那么多？ ”
“你妈是妈，我妈就不是妈？ 我妈也为
咱付出不少呀？ ”
女孩无非就是想要看，男孩是如何重
视自己的，以验证“你是爱我的”。 换个流行
的词，索爱——
—索求被爱。 无论在吵什么，背
后都有一个声音：你爱我吗？
可“回你家过年”被解读成“你更爱的
是你妈”；“给你父母花钱多”被解读成“你
更爱你妈”；“当初你啥都没有，我嫁给你”
被解读成“你应该更爱我”。 句句都似乎在
表明：你不爱我。
其实日常生活中爱的体现无处不在：
也许是即时的问候，也许是疲倦时依靠的
臂膀，也许是生病时焦急的目光，也许是
深夜归来时守候的灯光，也许是精心准备
的饭菜。 就像一杯白开水，虽然淡而无味，
但谁能说不需要它？

过年喋喋不休为几何？
是为去谁家过年？ 是为孝敬爹妈
谁多谁少？ 是为了莫名其妙的夹板
气？ 还是为了推来推去的家务活？ 此
时，过年就好像是一只放大镜搜寻着
婚姻中的点滴“黑洞”。
1、有效沟通不畅型
“9 点钟就得上我妈那去，你咋还
不动弹？！ ”
“我屋子还没收拾完呢，要不你
帮我干?”
“你今天非得收拾呀，那点破活
儿啥时候干不行？ ”
句句指责、命令、抱怨。一年到头，
夫妻二人静下心来相处，卸下了外界
的面具，带着浓浓的爱意，准备营造
出不受外界干扰的亲密关系。 却疲于
表达，误用了命令、指责、抱怨、哭泣
甚至是愤怒来表达本意。 其实，我们
无非是想说： 能不能多关注我一些、
多认可我一些、多懂我一些、多陪我
一些； 在外能不能多给我点面子、多
给我点尊重？ 能不能呀，到底能不能
呀？
在错误的沟通方式下，“钱”、“去
向”、“干活”、“唠叨”等便无辜地成为
了吵架的爆发点，沦为夫妻缺少有效
沟通的替罪羊。

3、性格改造未遂型
“让你陪孩子，你又捅咕那破手机！ ”
“我怎么陪孩子还用你教！ ”
“那孩子让你陪成啥样了？！ 跟你一个
熊样！ ”
成年后的行为是幼年与父母互动模
式的重现。 不同的原生家庭，在家庭文化、
关系模式、家庭规则方面自然不同，两个

道歉是一件难之
又难的事。 由于自尊心作
祟，人很难认错甚至道歉，就算
确实是自己错了，也无法向别人
低头。 新年伊始，不要把纠结不愉
快甚至误会带到新起点上。 所
以，该化解的化解掉，该道歉
的说声“对不起”吧。

来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人，带着各
自家庭的影子组成新的家庭，在不知不
觉间复制着前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代代相袭，进入无法挣脱的死循环。
夫妻生活中，一方表现出父母般的
威严，企图去教导、促进和帮助另一方
时，爱就会受到束缚，造成心灵的伤害。
吵架带来了无尽的痛，但从某种意义上
讲，它也具有释放压抑的作用。 尽管表
达的方式欠妥，却对亲密关系的修复有
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新春道歉
学会用标准方式打开
1、了解自己错在哪里
认错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错
在哪里了，清楚地认识到错误并作
有针对性的道歉效果会更好。
2、思考道歉的角度
是当众道歉好，还是只对个
人道歉更显诚意。 如果是为冲撞
对方的家长而道歉，那除了跟她
道歉之外，还需跟长辈道歉。
3、直截了当的道歉
某件事做错了， 某句话说错
了，可以开诚布公地直接向对方道
歉。 可以用“对不起”、“我错了”
等话向对方道歉，这种真诚坦白
的态度容易得到对方谅解。
4、敢于承担责任
有效的道歉不是一种为自
己狡辩的伎俩，更不是要去骗取
别人的宽恕， 你必须要有责任
感，勇于自责，勇于承认过失，才
能够真心的道歉。
5、态度诚恳
如果是使用文字道歉，须注
意， 不要使用过多情绪性的字
眼。 道歉的重点在于表达清晰，
最好用诚恳、直接了当的方式道
歉。
6、承担道歉后的后果
如果道歉后对方需要打或
骂，或者是赔偿，都应该真诚的
接受，这样才显出道歉的诚意。
7、有足够的包容心
如果是你想主动道歉，把问
题解决。 适当的包容能力也是必
须的。 有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心里
舒服难免还是会说几句难听的
话，其实只要适当忍让一般人不
会得寸进尺。 这样问题自然就解
决了。 一旦大家都图嘴上痛快那
么问题很可能越来越糟。

婚姻经营，我们何去何从？
妙招 1：及时叫停 ——
—情绪即将爆
发，及时提醒自己沉一下，避免情绪过激。
妙招 2：觉察痛点——
—问问自己“怎
么了？ ”（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让自
己痛？ ”（看当下事件），“为什么会痛？ ”
（看情绪背后的内心需要），“我怎么做
能不痛？ ”（如何表达内心需要）。
妙招 3：心灵回溯——
—可找人倾诉，
也可自己理清情绪。 不要把成长中对父
母的情绪掺杂进来，投射并发泄在丈夫
(妻子)身上，令对方莫名其妙和不能接
受。 分清此刻和过去的界限，处理以往
堆积的情绪。
妙招 4：恰当表达——
—多用“我感觉
……”造句，来表达真实感受。
文 / 壹欣宁

牙缺失 松动 今天就解决
0 元挂号
“缺失牙，今天可以弄好吗？
我要赶上吃团年饭！ ”
农历春节临近， 与家人吃顿
团圆饭，是市民的心愿。然而高龄
长者，却无牙享受美食，十分遗憾
……因此，“当天解决缺失牙”成
了市民最大的心愿！即日起，拨打
栏目热线 027-83778500，求助三
级大医院华美口腔， 可当天解决
缺失牙，松动问题！ 0 元挂号、0 元
拍口腔 CT、0 元看诊， 费用比种
植牙省不止一半！

0 元口腔拍片

0 元看诊
牙一半不到的费用，当天正常进食，其表示
很满意。
武汉三级医院华美口腔关爱市民， 仿生
冠、种植牙终生质保！德国种植牙援助 5600，
不戴牙套矫正做 1 颗送 1 颗， 请市民把握
春节前解决难看牙、缺失牙的最后机会！

“过年了，只想好好吃一顿团圆饭！”
70 岁阿姨当天修复 6 颗牙 正常吃饭
“一直想种牙，但担心费用太高，又怕
疼，一直拖到现在，快过年了，现在还来得
及吗？ ”近 70 岁的阿姨缺牙多年，看到报纸
三级医院华美口腔的德国“仿生冠”技术可
当天修复牙齿，比种牙更快、而且费用还不
到种植牙的一半，赶紧打电话报了名。

栏目热线：

027-83778500
武汉三级大医院，市民信赖！
承诺美牙、种植牙终生质保维护

武汉华美口腔

报名后，在三级医院华美口腔，该市民
当天 6 颗牙就修复完整， 而且只花了种植

三级医院资质 17 层门诊大楼

5000余名市民看牙优选美莱口腔 是实力更是责任
新春看牙不打烊

种植牙特惠5.8折

新年人人有好牙

农历春节的步伐越来越临近，家家户户也开始打年货，准备过年期间的美食与喜庆物件。 在此，美莱口腔全体同仁恭祝
市民朋友们，2017新的一年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人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 2016年7月，美莱集团登陆武汉，短短半年时间，美
莱口腔为武汉近5000市民朋友提供优质的口腔诊疗服务。
农历新年期间，为方便广大市民看牙需求，美莱口腔不打烊，照常提供优质看牙服务，春节看牙热线：027—6666 8811
“以人为本 技术立院”
精专美齿 只为种好每一颗牙
半 年 时 间 近 5000 名 市 民 的 看 牙 优
选，美莱口腔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
宗旨，技术立院，致力于让武汉市民在家
门口体验德国口腔技术和国际护牙理念。
“你们的服务真不错”“刘院长讲解种
植牙很细心”“像你们这么大规模的口腔
机构，武汉还比较少勒”……这半年，类似

于这样的话在美莱口腔经常听闻，顾客的
认同让我们深知未来肩负的责任更大，
2017美莱口腔在路上。
“
2017关爱缺失牙/畸形牙公益援助活动”
公益先行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
针对目前市民看牙贵，看牙难，看牙
没保障等看牙难题，2017年，美莱集团联
合旗下30家机构共同发起“关爱缺失牙/

地址：武昌杏林西路8号（汉街牌坊放鹰桥直行+东湖路湖北银行旁）美莱口腔

畸形牙公益援助活动”，100万公益援助金
帮助市民早日获得好牙， 援 助 热 线
027-66668811。
美莱口腔专家汇聚中外名医，“秉承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公益情怀，发
展“医者仁心，大医精诚”文化传统，形成以
医疗、服务、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的优势，
推动湖北地区的口腔健康事业发展， 建立成
落户本土的国际知名口腔品牌。

武汉美莱口腔来院示意图

种植牙到美莱口腔
春节看牙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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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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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6项费用全免： 免挂号费、设
计费、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手
术费、复诊费
韩国品牌种植牙特惠5.8折
牙齿矫正特惠8折

种牙热线：027-6666 8811
公交路线：东湖路楚河汉街站（14、402、411、552、578、701、709、810路）前行100米右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