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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祥江 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男女选择对象、拍拖、恋爱到

进入婚姻，会变得如此困难。似乎再多看一两辑《盛女爱作

战》，也摸不着个中成功的秘诀。或许问题就在“作战”的

心态吧。

男女两情相悦为何会变成战场，也许正因为视爱情为战

事。不少现代男女都有大大小小战败的经验，一个受过情伤

的人，对再投入爱情的追逐容易有不少恐惧。加上其他人都

视一些心仪对象为“笋盘”（可遇不可求），过往那种尊重

对方已有拍拖对象，按兵不动的想法，变得老套，也容易产

生恋爱的三角关系，十分恼人。

无疑，恋爱的过程会令人成长，因为他要与一个跟自

己在情感、价值观、生活习惯不同的人发展关系，当中有不

少学问，并需要作出调节。我们虽然已经成长到一定年纪才

拍拖，但内心仍然有一个脆弱的小孩，想人爱和迁就。谁不

知，恋爱是一个需要平衡“give and take”的情感互动。不少

人不是要求太多就是付出太少，叫恋爱最终未能开花结果。

读《恋爱出事的理由》给我不少惊喜，作者像一个通

晓恋爱奇难杂症的恋爱医生，为我们找出恋爱出事的来龙去

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恋人的问题所在，叫我们对自己作出

反思，说到底，是恋爱中的“你与我”的自我出现了问题。

我们若有足够的自我察觉能力、安全感和自信，加上对人的

尊重和给予对方空间，恋爱的问题会大大减少。

作者不时提问、分析和作出合宜的提醒，帮助踏上恋爱

路的你，更有把握好好恋爱。

诚意推荐给每一个热恋中、或正为一段失恋关系疗伤的

朋友，你会发现若熟释个中的智慧锦囊，你能开开心心去爱

或再去爱。

区祥江
中国神学研究院辅导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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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翠云序

常有传媒问我：“推行爱滋病预防教育是否很困难？”

我总会答：“相比性教育，并不太难。”传媒又问：“推行

性教育是否很困难？”我又会答：“相比恋爱教育，并不太

难。”

爱滋病和性有基本的医学、卫生和法律知识支持规范，

但在爱情面前，医学和法律知识没有什么帮助，快乐才是王

道，可怎样定义快乐？如何寻找快乐？为快乐应付出什么？

争议真的相当多，更不用说其他实际的问题，如：怎样排解

寂寞、怎样表白、怎样选择、怎样沟通、怎样处理冲突、怎

样处理第三者、感情变坏了怎么办……，全部都是很实际、

很“落地”的处境性问题，亦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恋爱出事的理由》一书既可让初入情场的年轻人明

白爱的预备，亦可让屡战屡败的爱情悍将有所省思，更可供

老师、社工和教会导师用来作为教学工具，以帮助身边有需

要的人。伍咏光在辅导室见到无数爱情故事主人翁的悲欢离

合，以致他很扎心，一而再的提醒大家在爱里要有理性，要

懂得自爱。

同样是辅导员，我很能感受到伍咏光对受助案主理性抽

离中的肉紧（着急）关怀。生命是当事人自己的，他清楚知

道负面结果，许多事即使旁观者做尽了也不能力挽狂澜，亦

不能改变当事人害己伤人的心魔，那时只能靠天父慈爱的手

覆庇。

爱情是生命里的必然经历，爱情路上的伤兵，往往都

是从一个微弱的祷告开始，慢慢紧抓着天父的手，然后重回

天父怀抱，最后踏上康复之路。每当看到他们漂亮自信地重

新上路，我都十分感动。但愿每个恋爱战士在爱恋伴侣的同

时，都懂得爱惜自己，并找到爱的终极资源——上帝那永恒

的爱与饶恕。

程翠云
触动辅导中心性治疗及家庭治疗总监

青少年爱滋教育协会创办人兼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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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爱写，爱读，写爱，读爱

恋爱，是左脑与右脑同时运作的玩意儿。当我执笔写这

本书，左脑与右脑都在交锋。我一面想着有什么话要说，一

面回想个人或身边的人，或起或跌、或甜或苦的种种恋爱经

历和味道。这个过程对一个惯常运用理性的男性作家来说，

挑战极大。但我坚持以这种游走于理性和感性的向度一直写

下去。因为我深信一本有关爱情的书两者兼具，才会好看、

才有意思。

今年，我开始具体地计划人生下半场的日子。我其中一

个念头是，以后的人生可以用文字与读者产生一种牵系。这

牵系就是我以最显浅易懂的文字，将一些心理学理论和神学

概念与读者侃侃而谈。但愿本书可以达到这效果。

一位朋友看了我几篇试稿，立即以WhatsApp传来：“文

章建议虽好，你有多少能做到？”不错，没有人是圣人，可

以完全达到爱的标准。如果人是如此完美和自足，就毋须情

感需要，不再需要“爱”吧！批判教训人容易，自我反省却

很难。我希望读者阅读时，不会感到被训斥，反而是感到被

安慰、被提醒去做一番思考。这本书不易读之处，是要你慢

慢读、慢慢咀嚼。你不妨视它为一个索引，就着你的处境和

需要，先挑有关的篇章来读，不用一气呵成地由头翻到尾。

之后，你可以与情人分享阅读经验。

完成这本书是个神迹。在辅导中心忙碌的工作里，时间哪

里来呢？神啊，祢救了我！同时，我得到不少好友如Allison, 

Raphael, Annie, Vivian, Raymond和Kurt等人的宝贵意见。

我也感谢编辑咏慈花时间整理和给予意见，感谢设计兼

插图师邝颖殷（我坚持要一位青年艺术工作者），也感谢写

序的前辈祥江和程翠云姑娘的支持。

最后要感谢神。祂先爱我们——

·在永恒中，以爱待我们，让我们体会爱；

·留下祂爱的足迹，让我们跟随；

·给我们“爱的需要”；

·创造“关系”这回事，让我们在当中实践爱。

这本书的第一稿刚好在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完

成。蛮有意思吧！ 

祝福你拥抱爱，拥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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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爱，简单不简单？

爱很简单——

拍一次拖，结一场婚，绝对不难；找一个男人拥抱，找

一个女人肉体温存，也不难。

爱又很难——

难在找一个你愿意为他或她付上全部生命的人。

难在爱得要生要死过后，仍然觉得值得。

难在不单要甜蜜，更是要走向亲密。

亲密是恋爱的核心，也是恋爱的钥匙

亲密是恋爱的核心。关系亲密，才能爱得精彩、爱得值

得。亲密是恋爱的钥匙。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才有力量和资

源去付出。所以，我们讨论爱，不得不了解亲密关系。

两个人，是既独立又主观的个体，如何认识、如何交

往、如何建立真摰关系，走向亲密，是一个奥秘。

我看过无数离离合合，打得你死我活，又难舍难离的

关系。也许这才是“正常人”的行为，因为人本来就是无知

和自私。但爱的奇迹竟然使胆小的人，可以赤裸裸地面对自

己，和面对所爱的人；教自私自利的人，可以放下防卫、放

下私利，伸手扶起另一个软弱的人。

可见，爱是个神迹。

因爱而生

爱的神迹唤醒我们去思考深一层爱的意义。究竟爱与生

命有何关系？为何人生要追求爱？没爱活不成吗？

《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人类时，慨叹：“人独居不

好”。这里表达两重意思：

·人失去关系会变得孤寂，孤寂是人最深层的无奈与空洞；

·人不能失去关系，关系是人的核心，人要透过关系来

塑造。

这开启了千古以来人类对“人生”与“关系”的思考，

也创造无数生命中、关系中的神迹。你与我的出生，大抵也

是因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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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很简单，但人太复杂

《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是心理学泰斗佛洛姆

（Erich Fromm）有关爱情的经典之作。里面提过：“如果一

个人忽略了个人成长的成熟程度，单单视爱情为一种激情感

受，并希望一直沉溺其中。那么，爱便变得不简单。”

这本书名叫《恋爱出事的理由》，探讨情侣不能健康地

谈恋爱，建立真正亲密关系的林林总总原因。说到底，我们

需要思考两大范畴，即有关人个性内的复杂性，及关系中的

纠葛性：

你个人的生命成长——

你肯真诚地接触内心的自我（inner self）吗？

你肯勇敢地接纳和拥抱自己，包括你的过去吗？

你肯无条件爱自己吗？

你与所爱的人，在关系融和及磨合中，一起成长——

你肯勇敢地接触对方的内心自我（inner self）吗？

你肯无条件地接纳和拥抱对方，包括对方的过去吗？

你肯真诚地爱对方吗？

认识爱，不能不认识人；要学去爱，就要学做人。

“爱”这个字

我尝试换另一种说法。有人说过，“爱”这个字由“受”

与“心”组成，缺一不可。爱一个人，除了拿出一颗“心”，

也要奉献出三个“受”：

感受：深入了解和与对方的感受有共鸣；

接受：对自己和他人的接纳；

承受：彼此承担与支持。

所以，爱这个字——

是个名词，给我们理由去追求。

是个实词，给我们理由学习。

是个动词，给我们理由实践。

是个形容词，给我们理由体会。

是个连接词，给我们理由将人连结起来。

是个主词，给我们理由爱自己。

是个宾词，给我们理由爱对方。

你还要找什么理由？不如尝试踏出爱的第一步。



22 23

恋爱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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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不再稀罕爱情，或者你已经觉得

爱情不属于你。

感情上屡战屡败的经验，已经叫你感到

疲惫，内心只想到一个字：“倦”。

当你看到电视剧、电影中的爱情场面，

或是街上情侣一双一对、卿卿我我之际，你

会蔑视、冷眼旁观，认为与己无关，甚至对

自己说：“我才不稀罕！世上哪有真爱？”

害怕被拒绝，就装作漫不经意。

你不敢相信自己可以掌握爱、拥有爱。

爱情对于你是多么的奢侈！因为你觉得自己

不像世上其他人有那种福分去承受爱，感觉

自己可能与众不同，命中注定要过“孤身走

我路”的生活。

“幸福，实在离我太遥远了！”你心中

慨叹。

其实，你最苦的经验并非没有爱那么简

单；最痛苦是——绝望，对爱情绝了望，死

不再
相信爱情

了心。当你对世间的感情事感到失望，表示你对人已经失望，

也许对自己都感到失望，甚至对这种失望一点都不惋惜。

失望，因为害怕

你为了不让自己沉溺于这种苦楚，惟有叫自己麻木，希

望解除内心的伤痛。你对爱失去信心，因为不再相信：

·人世间的幸福有我一份。

·我值得被人认真地爱。

·我在别人眼中有价值。

其实，你在害怕，一直害怕。害怕什么？

·害怕再次失去。

·害怕再次被抛弃。

·害怕再被伤害。

·害怕没有人察觉自己存在。

·害怕没有人重视我。

“我不相信爱”这句话的另一个写法是“请不要再伤害

我”。问题不在于相信与否，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内里的恐惧

与伤痛。你发现这一点吗？

“伤痛”可塑造人，教人知道怎样生存，学习“逃避伤

痛重演”；可是有人却渐渐学成了麻木，进一步变成失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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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但请你明白！人最大的痛苦，正是绝望。没有其他东

西比绝望更能使人放弃本身应有的名分、权利和福祉。

爱是一份免费礼物

爱是一份上帝给人的赠品（free gift）。可是，我们往往

因着昔日的伤害和伤痛，视它为内心的债（debt），令这免

费的礼物变得奢侈，既价值不菲，亦遥不可及。

你要挽救自己，就要重新打开你的心，让心重新跳动

起来；重新呼吸世间爱的空气、重新有感觉。当火种遇上氧

气，又可重燃。

你会说你很害怕！我明白。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

爱的关系里未曾受过伤，或许你的伤势较重，所以你封闭自

己良久。

不妨稍稍打开一扇门，一方面抚平自己内里的伤口，另

一方面窥探周遭实在仍是有情天地，自会看见一道曙光。

不如重新开始

如何开始？

·这一刻若你心头沉重，就容许自己沉一沉，为伤痛哭

一场，甚至多哭几回。

·找个可信任的人，分享内里令你窒息的沉重，让对方

专心聆听你、安慰你，或拥抱你。

有一天，你终会——

·发现自己不太差，是有价值的。

·认为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无悔的。

·可以向更多人分享你的故事和经历。

·有勇气找回昔日伤害你的那个人，对他或她，说出多

年来沉积于心底的感受，让对方明白你的难堪，你便

能释放自己。

·即使未能找回那个人，你可将他或她给你带来的伤痛

写下，作一些仪式（烧毁这些文字或有关物件），跟

它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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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你会相信，

爱既是无价之宝，也是一份免费礼物。

“我很想拍拖啊！”

“那么，你需要怎样的人做男朋友（或女朋

友）？”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便可以！”

“真的普普通通就够吗？”

或许当你问清楚自己，就发现不是要求普普

通通吧！

其实你并非口不对心，只是不曾认真想过这

个问题，所以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两类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

不要惊讶！很多人都是如此。他们大致分

两类：

第一种：迷迷茫茫

有个男生对我说，他对很多人和事都不太感

兴趣。他未曾投入过做一件事，生活就是平平淡

淡地过。他也没有认真地投入过一段关系，更没

有一位知心朋友，所有朋友都是泛泛之交。

这种人的生活没味道，看身边的人都是千面

一人，没有分别、没有特别。他们没有想过如何

不知道
自己
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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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深入交往，既不曾为他人打开心扉，也不会进入别人的

内心世界，一切流于表面。关系和生命变得迷茫和空洞。

如果感情是人与人内在生命的交汇和交流，这不是他那

杯茶。所以，他说不出喜欢什么人。

第二种：逛逛看看

这是逛橱窗（window shopping）的行为。拍拖恋爱对他

们是一种消费，异性是一件商品。未拍过拖的人，会出于好

奇。拍拖是目的，情人却不是目的。

基本上，任何外表稍为可以的异性，都可以列入他们的

名单，接触一个又一个，追求一个又一个，看看谁会容易到

手。一旦失败，未经消化，又立即找寻另一个机会。美其名

以实践去了解自己所需（knowing by doing），其实可能在

感情路上遍体鳞伤，甚至被人冠以“花花公子”或“水性杨

花”的恶名。

以上两者，都难有好收场。

清楚自己需要的起点，就是了解自己

究竟自己需要什么？要列出一个择偶要求的清单吗？

清楚自己需要的起点，就是了解自己。

如果爱情是你的信仰，你要先了解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做人的信念是什么，否则就会变成迷信爱情。信念包括：

·人生观。

·人生目标。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爱情观。

人生观，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存在的目

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例如：

·吃喝玩乐过一生。

·一生要服务他人。

·有成就，人生自然精彩。

·平平淡淡过一生。

·我可以掌握生命。

·生命被上帝主宰。

以上人生观会引伸出个人的人生目标（长期、短期），

及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爱情观，是人对爱情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什么

是爱情、爱情的本质、爱情在生命中的位置，及与自己的关

系，同时反映了其人生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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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拖的终点是结婚。

·恋爱要找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要找喜欢自己的人。

·爱要爱得激情。

·平平淡淡才是真。

·世间没有天长地久的爱。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如果你说自己从没有想过以上问题，大抵你不太了解自

己，更难找合适对象。

你知道吗？很多感情出问题的情侣，往往不是外表已

经不再吸引，或对对方失去兴趣，而是彼此心灵距离愈来愈

远。心灵的距离正是指以上的路标。

外表老去可以再修饰，性格不同可以磨合，但人内在的

核心价值和思维才是导航灯，这些东西是不容易随时日逝去

的。它们指引生命的路，将人心灵紧紧连系，一起走人生的

路途。

很多人说恋爱属于成熟的人，

因为成熟的人才思考这些问题。

难怪恋爱需要深层的沟通交往，

只有透过深层的沟通交往，才会发现对方与你或近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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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强迫症

对你来说，恋爱已经变成了一种“强迫

症”，无爱不欢。

当然，你会向我说这不是强迫，只是迫

不得已。我明白“有头发谁想做秃子”。

我认识一个男生，他是白羊座。他说

白羊座的人性子急，年少时已经向往恋爱，

也不容许自己没拍拖；结果他盲目地开展一

段又一段感情，从无间断，单身的时间近乎

零。

 

其实，不一定白羊座的人才急于恋爱，

很多人都对恋爱趋之若鹜，渴望得人所爱，

身边有个伴，千方百计寻觅对象，追求目

标，抱着人有我有、大小通吃的心态。他们

不是为了与时间竞赛；所焦急的，是难以面

对自己单身的身分，没拖拍的标签。

单身不好

难 以 面 对 自 己 单 身 背 后 有 一 个 想

法：“单身不好！”他们羡慕别人身边有

错失
恋爱时机

个伴、有幸福。这是一种人有我有的想法。他们甚至以为

人生最佳的恋爱时间快要过去。

我认识一个刚好十八岁的男生，他对我说：“朋友都

笑我没有拖拍，十八岁仍然没有性经验，真丢脸！”之后，

他在十八岁的生日派对上结识了一个女生，是朋友的朋友。

他不算喜欢她，可是，为了达成“目的”，火速开始这段感

情，而且一个月后引诱对方发生性关系。之后，当然“用完

即弃”。冷静过后，他很不好受，觉得自己“好cheap”！

我又认识一个廿九岁的女生，她条件不错，就是慨叹自

己一直没有拍拖。快三十岁了，怎么办？男人三十一枝花，

愈大愈有魅力；女人三十烂茶渣，愈老愈降价。于是，从不

相信一见钟情，又怕尴尬的她，竟然勉强自己参加“火速约

会”（speed dating）。约会中，她看不上眼的人跑来接近

她，一表人才的却漠视她。最后，她不但无功而回，而且感

觉自己更无价值。

不是时机问题，是羞耻感问题

年龄和人生阶段是很多人的“成绩”关口，无人想恋爱

学科交白卷。他们被“单身不好”的念头驱使，焦急地作“选

择”，最后又重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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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的背后是一份焦虑，焦虑的原因是一份羞耻感。

社会对单身人士的标签和挖苦已令人羞耻至极。箩底

橙、剩女、电车男、宅男等等形容词将人的外在内在素质，

甚至人的本质，贬至低点，一无价值。

有人说：“自信的人最有吸引力。”

自信不一定有关外表、身分、收入和地位；自信是如何

衡量自己，认清自己想要什么，走什么方向，不用比较或受

闲言闲语影响。

活好每一天，就是爱自己

要认清自己，先问自己一些问题吧：

·我有什么喜好？兴趣？

·我有什么人生目标和理想？

·我有什么喜欢的人物？

·我有什么亲爱的人物？

·我有什么一生可珍惜的事？

·我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我喜欢怎样打扮自己？

·我如何令自己更健康、健美？

恋爱虽不是生命的全部，但恋爱会连系以上美好的东

西，交织成一个有关你的生命图谱。所以，你的起始点是活

好每一天，令你感觉每一天都实在、自在，以至自信。活好

每一天的起始点，就是了解如何才能活得好。

如果我以三个字作总括，就是“爱自己”。

很多人问我：“几岁才适合拍拖？”“几岁才适合结

婚？”我认为不是“几岁”的问题。

我反而会问：“你有多认识自己？你有多爱自己？”

懂得爱自己的人，才配去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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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爱故我在。”

先决定去爱，稍后才发现自己“存在”。

我却说：“我在故我爱。”

不妨先去发现和肯定自己“实在”，

然后你会渐渐找到爱、懂去爱。

慢慢来，真爱可等待。

单身不好过

上文谈论过“单身不好”的想法。我想你

已经明白，紧记千万别心急。可是，你仍然觉

得“单身不好过”。

不错，“单身不好过”的恐惧令人为爱而

焦急。

怕“单身不好过”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

是“孤单”。孤单令你想快快找个伴，特别是

遇上大节日：情人节、圣诞节，你不想孤单地

过。每逢佳节倍思“亲”，有人在旁的感觉多

好。你想有个人与你亲近，并给你一个深情的

拥抱。

“谁又骑着那鹿车飞过

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

凝视那灯饰

只有今晚最光最亮

却照亮我的寂寞……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

害怕
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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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剎”

《Lonely Christmas》主唱：陈奕迅　作曲、作词：李峻一

孤单是一份疏离感

有时，独个儿，会感觉闷。因为闷，所以想有人陪。所

以想拍拖却不一定想爱，拍拖可以是一个目标、一种活动、

一场消遣。

孤单（lonely）不等于孤独（alone），也并不在于有没

有人陪在身边。我接触过不少拍拖多年的情侣，甚至结了婚

的夫妇，有伴在旁，仍感觉孤单、寂寞。

孤单是什么？是一份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人是关系的生物。疏离感可以驱使人走向人群，建立关

系，发展感情。有趣的是，有时疏离感又叫人走向两极：一

是心急发展无数无素质、无内涵的关系，二是无奈地与人更

疏离，避开人群。

很多人，特别是一向孤单、一向没有爱情的人，会心存

幻想，以为两颗寂寞的心一旦走近，贴在一起，便能产生奇

妙的化学作用，亲密和温暖感觉自然出现。或许一刻的亲密

幻象会顿然出现，不过也会像烟火一样稍瞬即逝。

爱有这么神奇吗？可以完全消弭疏离感或孤单吗？其实

疏离感源于你一些未曾触及和处理的苦恼，例如：

·朋友邀请我外出的次数，少于我所期望的次数，令我

感到很郁闷。

·有时候我深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孤身一个，

容易被遗忘。

·其他人只管自己的生活，不会理会、明白我的苦况。

·今天的人际关系流于表面，要找一位知心朋友，实在

很难。

·今时今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愈来愈少，只会勾心

斗角，利益至上。

·你与我机械式地生活，不过是一颗小小的齿轮或组件。

·所有人表面友善，心底却是自私，忽视他人的事。

将寂寞化为可爱

我明白你的寂寞，因为你可能不再相信从关系中可得到

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存在价值。是的，没人爱，自己就算不

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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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你觉得自己不可爱。

全球最大的私人旅游指南出版社“寂寞星球”（简称

Lonely Planet），名字由来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创办人

韦勒夫妇（Mr. and Mrs. Wheeler）最初构思名字时，想

引用Joe Cocker的一首歌Space Captain，歌词中的一句

是“lovely planet”（可爱的星球）。可是，他们将lovely

误写成lonely（“可爱”变成“寂寞”）。

不错，我们往往将“可爱”搞错成“寂寞”，忽略了自

己可爱，值得被人关注，得人爱惜的一面。

请你开始认清，这不是有没有拍拖的问题，而是你对自

己的看法、对人的信任。

请你开始尝试建立一段真挚的关系，或者重新检视你的

人际网络，受过多少别人的欣赏和爱护。

经典童话小说《小王子》描述一个跑到地球来的小王

子，经历孤独、友情与得而复失的爱。主角走遍大小不同星

球，不断发现生命的奇迹及关系的精彩。

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一只狐狸，狐狸对他说了一句发人

深省的话：“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事物，真正重要的

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尝试用心去看你身边的人和关系，透过以下的“关系银

河”，将你所认识的名字，按与你的亲近程度，写在这些星球

上，看谁人跟你或近或远，你将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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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下自己的冷漠，用心去发现身边关系的美好。

你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可爱，而不是冷漠的星球。

很多人做人有要求，谈恋爱也很认真。他们

慧眼看天下，誓要找到最好的对象，才配成为自

己的终身伴侣。但别人总说他们很挑剔。或许你

对爱情都很认真，很坚持。我很欣赏你。

“认真”可能帮你寻到真幸福，但“执着”可

能令你孤独终老。“认真”和“执着”只差一线。

怕输、怕冒险

你是否想过？你的“认真”其实可能出于怕

冒险。不错，感情是两个陌生人走在一起，的确

是一场冒险，无人可预料谁胜谁负。（在你，倘

若感情真是一场胜负游戏的话！）

你可能怕输，也怕输不起，输得一败涂地，

不能翻身。你可能在感情上失败过，不想再做失

败者，因为那种失败的阴影彷佛会将人吞噬，不

是那么容易重新站起来，更遑论要再投入。又或

者你看尽离离合合，印象中，感情大多没有好结

果，所以你更步步惊心，要步步为营。

但你可又知道？若不冒险，可能会错过不少

机会。朋友给你的鼓励，往往成为你的压力。很

多时候，你的确处于两难境地。

对爱
太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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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冒险，于你而言，或许有很多可能性，但相信离不

开心底里的恐惧，你曾否接触自己内在的恐惧？

·恐怕一旦我表白，别人却不回应自己的邀请；

·恐怕被别人取笑；

·恐怕再次受伤害。

看！主宰你的，再一次是你内心的羞耻感。

“被挑剔”的牢笼

再者，我担心你逃不过成长中不断“被挑剔”的牢笼。

有些人在成长中不断被父母或师长挑剔，甚至遭嫌弃。

不是你自己的完美主义，而是父母或师长的完美主义。完美

主义者接受不了差错和瑕疵。生命太多不完美了，他们将内

心对不完美世界的不安，加诸在孩子身上。他们并非认为孩

子不好，而是觉得“不够好”。你一定听过这些批评：

·你的成绩不如表姐的优秀。

·你的测验纵有八十分，仍然不够好。

·你花了一小时写生字，字体仍然不够整齐。

·你做的工作，不能赚很多钱。

·你的男朋友不如别人的男友出色。

生命中的“不够好”是致命一击。

从此，你不但认为自己不够好，也容易挑剔别人不够

好；好像考车时的考官，拿着评分表，逐项逐项，剔出错

处。结果你给人的印象总是挑挑剔剔，只会盯着别人的弱点

或缺乏。

可怜的是，其实你最嫌弃自己。你曾经讨厌自己，讨厌

自己如此行径。主宰你的，仍是内心的羞耻感。

做“够好”的功课

请你先为自己做一次爱的功课，这里有两份：一份叫“接

纳”，另一份叫“欣赏”。总意就是“爱自己”。

“爱自己”先要认定一件事：够好就是够好（good 

enough is good enough）。你已经够好，也是上天独一无二

的杰作。世上多你一个不多，但少你一个肯定少了。你身边

很多人都很爱你。

请你欣赏自己，发现生命中你在父母、兄弟姊妹、亲人、

同学、朋友、同事、其他新知旧雨，甚至萍水相逢的人身上，

都曾经留下祝福，留下一点印记。你对他们已经够好了。

只是你太善忘，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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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恋爱的一步，要学习接纳和欣赏自己，着手：

·写下个人大小成就，不论有多微不足道；

·写下个人优点，甚或别人向你提过的；

·写下个人缺点，并着重它反映你的独特个性，及有否

改善空间；

·向别人分享你的缺点，看看他们有否跟你不一样的看

法。

请你相信，“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绝不老套。

没有完美的爱，

只有更好（good enough）的爱。

由“接纳”开始，

先接纳和欣赏与你性格迥异的另一半，

令爱变得更好。



50 51

你自认不是个完美主义者，你的要求不算

高。事实上，对将来对象有要求是正常的事。

一般人都有以下的十大条件：

白马王子十大条件

·外表俊朗

·身材高大（要比自己高）

·专一/温柔体贴

·心智成熟/风趣幽默/有情趣

·学历高、知识广博

·事业有成/家底丰厚

·兴趣广泛

·喜欢自己的朋友

·出身健康家庭

·他父母家人对自己好

白雪公主十大条件

·年轻貌美

·身材好（但不可以比自己高）

·没有公主病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有情趣

·不唠叨/明白事理

对爱情
总要
有幻想

·有爱心

·有学历和知识，又不会高于自己

·容让自己有充足个人空间/不会企图改变男人

·讨好我的朋友

·出身健康家庭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一味追求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白雪公主，最终枉费心机，一直找不到这个理想中的Mr. 

或者Ms. Right；又或者以为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化身，可惜

这只是表面，内里却是空心老倌。

“有条件”、“有要求”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童话式的

要求和幻想，只不过在满足你对恋爱（或婚姻）的假设和理

解，但这可能是错误的。

幻想源于虚浮的假设

很多男性喜欢“性感尤物”，而女性会“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两者都反映人希望向难度挑战，要征服梦想中

的男神女神，其实这是一种虚荣，想证明自己的实力与吸引

力。他们可能认为恋爱是：

·为了满足我所有的需要。

·解决我所有问题。

·可改善我现时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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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摆脱忧伤，重拾快乐。

·帮我摆脱一直令我痛苦的家庭（如父母）。

·是我人生的全部。

·是我生命的答案，nothing more, nothing else !

如果你确实存着如此的虚浮假设或遐想，对不起，你的

幻想终会破灭。现实是，恋爱未必可以解答你所有问题，更

不一定令你完全快乐无忧；反而可能徒添烦恼，不但未助你

走出家庭的捆绑，家庭积累的问题反而更牢牢困着你。

我看到不少满怀不切实际希冀的人，一次失败之后，立

即再寻觅新机会，没有停下来，因为内心的需要一直无法得

到满足；另一极端，是一次失败，就放弃所有机会。

对恋爱合理的假设

了解自己对恋爱的假设过程，可以发现自己的思维如何

发展出来。例如你成长于不愉快的家庭，可能从未经验、投

入真挚的人际关系，可能无从寻求快乐等。虚浮的假设来自

成长中遗留下的疤痕。恋爱不是即时去疤膏药，而是给你养

分去增强抗逆力和抵抗力，去爱、去面对成长的种种课题。

请重设你的假设：

·恋爱不能满足我所有需要，但可以令我更清楚自己的需要。

·恋爱不能解决我所有问题，但给我力量去面对问题。

·恋爱不能改善我现时的生活状况，但可以二人一起走

下去。

·恋爱让我无论在忧伤或快乐时，都有人分享。

·恋爱帮我面对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总有一天能超

越那些负面影响。

恋爱的目的是“成长”，不是一拍拖，找个爱侣，问题

便得解决。恋爱只会让你在关系中更多自我发现，学习牺牲

与付出，克服成长中遗留下来的问题。

成长中，你需要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是谁？是一个有

勇气、敢承担，愿意鼓励你、支持你，陪你一起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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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爱侣时，

要分清楚什么是你的需要（needs），

什么是你想要的（wants）。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恋爱中事事以情

人为先，以情人的好处为自己的好处，真的很温

馨、甜蜜、慷慨和幸福啊！

爱是以对方的好处为先，正是说明这种以

对方为中心（other-centered）的关系。可是，

我们要小心自己可能走向一个极端，变成“你快

乐，我未必快乐”。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只知付

出，却不懂自爱。

不自爱的情人

爱得自卑

他们经常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惟恐情人突

然有一天会厌弃自己，只好对情人千依百顺，筋

疲力歇地“做到最好”，只为留住眼前人。

爱得迷茫

他们不太确定自己在关系上需要什么，有时

批评自己对情人不够好，有时心里又埋怨情人不

够好，很矛盾，感到关系空洞而不踏实。

爱得依赖

这种人很奇怪，日常生活中，例如上学和工

为何我
一味付出
却得不到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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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可以表现独立。然而，他们接近情人时，会突然“返

老还童”，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来，变得很依赖，不能没有

他或她的日子。

我快乐，才能令你快乐

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经典《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里说过：“学习爱人的第一步就是爱自己。因

为自己也是人，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爱，怎么有条件去爱别

人？”你不快乐，如何带给情人快乐呢？

但是，有些人在成长中缺乏被爱的经验，难建立一份安

全感和自我价值，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值得被爱。他们的经验

教导他们一个道理：“你要别人爱你，就要努力做好，赚取

别人的爱。”从此，他们的眼睛只会盯着别人的需要，和别

人对自己一举一动的反应，思量怎样能够讨好别人，结果失

去自己，生命变得空洞。

这种关系会有什么结果？他们——

·不能说出真心话，包括内心的感受。

·不能表达自己的真正需要，心里想：“说了都没有用”。

·内心积压很多对情人和对自己的埋怨。

·不懂处理或只管逃避冲突。

·渐渐地，觉得自己在关系中被亏欠，甚至不再信任情人。

·最后，双方渐渐产生更多隔膜和误会。

人必须先自爱，才能拥有和完全地体会情侣的爱。如果

你认为自己过去缺乏被父亲、母亲疼爱的经验，或许，你可

以尝试做一做自己的父亲、母亲（father yourself or mother 

yourself），让自己重新经验爱。

做自己的父母

自我宽恕

小时候，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件家具，内心一直很惊惶，

怕妈妈会责备我。不料，她回来发现后，竟然对我说：“小

事吧！不要惊慌，没问题的。”我的心才安顿下来。你可以

以父母为榜样吗？你可以培养一种反省能力，能够面对自己

的过失，放过自己，温柔地对自己说声：“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t's ok ! ”。

自我谅解

小时候，一个同学在后面骚扰我，我回头想反抗时，不小

心用手里拿着的铅笔画伤了他的手臂，他立即哭起来。看见老

师走近，我内心就惧怕。但老师愿意细心了解事情始末，最后

对我说：“你不小心刺伤了他，不是有心的。”我当时感到很

安慰、很被谅解。你可以如此对待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吗？

自我欣赏

小时候，我参加一个漫画比赛，得到优异奖，但心里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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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满我浪费时间在漫画上，所以没有告诉他们。一天，

母亲发现我桌上的奖牌，竟然赞赏我、鼓励我，我心里感到

一份真正的成就感。你可以为你感到微不足道的事，替自己

高兴吗？

与自己共处

我有个干儿子，今年四岁。一天，他放学后拉长着脸

回家，他母亲见状立即陪着他、拥着他、安慰他，问他今天

的学校生活，她发现他脸上有点红肿，细心查问是否被人欺

负，让他细诉苦情。小孩子很珍惜父母陪伴的时间，在难过

的时间更想父母在身边。你可以在忧愁的时候，陪伴自己，

探问自己的心灵出了什么乱子，安慰它，像父母在你身边聆

听你一样吗？

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父母的责任是让子女学习做决定、有选择权，培养他

们的能力感。倘若你每天不晓得为谁辛苦为谁忙，又不太清

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请你多问自己的喜好和心

情，让自己重拾生命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不妨每周、每月、

每年为自己做简单的计划，了解自己有什么想达到的事、有

什么理想。 每个被爱的人，都是爱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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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男生走来向我求救，黯然说：“我

跟一个女生相识了一段时间，情投意合，我们

一直约会，互相关怀。可是，我多次提出不如

开始拍拖，她却一直拒绝。我问她原因，她说

放不下之前的情伤。”原来，“放不下”阻碍

了一个人在恋爱路上前进。

如果你放不下旧爱，你可能会：

·仍然收藏旧爱的相片在钱包或手机内；

·爱听旧爱喜欢的歌，吃旧爱喜欢的

食物；

·常逛你们二人难忘的地方；

·在社交网络留意他的行踪，或留意他

WhatsApp的上线时间；

·常向别人提起旧爱的优点；

·你的放不下也可以是痛恨，以致经常

对人提起他的不是。

为何放不下？

第一种放不下叫“怀缅”

怀缅是对旧情人或者对过去的关系和经

历念念不忘。前者是你认为旧爱对你有种特

别的吸引力，或者对方曾经对你很好，难以

我
对旧情
“放不下”

忘记。后者是你已经不喜欢旧爱，你所怀念的，其实是一份

经历：昔日美好的时光，曾经发生在二人身上既浪漫又难忘

的经历。

以上的感觉很多时候发生在初恋。通常人对第一次的经

验特别深刻，对第一段感情投入最多，而第一次的经验又比

较容易渗透你的脑袋和神经。

更重要是，人往往对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有一种“得不

到就偏要得到”的执着，尤其是初恋的情感付出和对初恋情

人的怀念，或多或少会埋藏在心灵深深处；独个儿或重回旧

地的时候，不管是甜蜜的或是痛苦的片段，可能会拿出来暗

暗地回味一番，纯粹为了追忆。其实，这种怀缅很自然。

不健康的怀缅是人经常将旧爱与现任比较，将现任看

成旧爱的替身，其实他们深爱的仍然是以前那位。要是单身

的，则或会对所有异性都看不上眼，总是不能发展新的关系。

第二种放不下叫“怀怨”

怀怨也带有少许怀缅成分，当中却伤痕累累。他们痛

恨旧爱的负心和抛弃，令自己变得一文不值，感到不甘心、

不服气。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被旧爱出卖，或有第三者。怀

怨，其实是不能宽恕，不但无法宽恕别人，同时无法宽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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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当时的无知和愚笨。偶尔一个人的时候，那份被出卖的愤

怨会骤然浮现，很想对方知晓自己有多难受，想旧爱没有好

结果。

如此深深不忿的状态阻碍人向前看。单身的，可能会对

真爱抱怀疑，对异性不能信任。已相恋的，可能会对现任与

旧爱稍微有相似的地方很敏感，不是经常拿出来责骂，就是

认定现任跟旧爱都一样不济，不能再相信任何承诺。与不健

康的怀缅没两样。

从失恋中释怀

释怀与放下确实不容易。不能释怀，因为曾经珍惜过。

可是，珍惜未必一定能拥有，珍惜只是一份情，这份情是一

种心灵的寄托而已。

或者我们一起回到那份旧情的终点，重新认清。那一次

的失恋是什么？

失恋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解脱。失恋的感觉很痛，

但一直眷恋着你不应爱或不值得你爱的人，更痛。失恋可

以是一把剪刀，让你走出昔日爱的捆绑——被不配做你伴

侣的人支配你。从此你可以翻身，重获自由，为自己能够

离开而骄傲。

失恋是一次失落，也是一次成长。失恋帮助自己告别天

真和幼稚，也告别一时的胡涂。你可以从失败中大彻大悟，

再次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在“搞关系”方

面的幼嫩，重整自己对爱的定义和要求，由天真走向理智，

从无逻辑走向会思考。

失恋是即使失去旧爱，也不会失去自己。你可以为自己

骄傲，原来昔日自己爱得如此认真和无私，原来自己还有力

重新站起来。这时候，你像蜕变了的蝴蝶，展翅高飞。

失恋教你分清那个人和那段情。人已去，未必情已逝。

失恋表面上是再没有机会与自己所爱的人白头到老。但你当

时的付出和刻骨铭心的经历是不用清洗的，它们是你感情世

界里面可保留的经验财宝。你可以放下那个不值得你爱的

人，但不用放弃那些美好回忆。

失恋帮你宽恕自己。很多时候，当你恨一个人，你恨的实

在是他身上看见的自己的某部分。当你恨他抛弃你，其实是恨自

己不够好，不比别人好。失恋，让你有空间处理你的自我形象，

从而接纳自己、放过自己。（关于宽恕，可参考〈翻旧帐〉）

怀缅，可以放弃，而不用忘记。（forfeit but not forget）

怀怨，可以宽恕，也不用忘记。（forgive but not forg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