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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用我妈的身份证借网贷，
竟是逼我来还钱
倾诉 / 王婷 整理 / 罗雅洁
我妈手机上一条一条的催还款信
息闪个不停，有陌生电话打来她吓得
接都不敢接……自从好赌的父亲拿母
亲的身份证去借了网贷，家里的矛盾
算是彻底爆发了。
几天前，我把父亲的联系方式都
拉黑了。但昨天，他还是用母亲的微
信给我发了语音，说眼看还款日要到
了，就算我不愿意养他，但肯定不会
对母亲坐视不理。
我简直是暴怒了，怎么会有这么
无耻的人？虽然，我很不愿 意用这个
词来形容自己的父亲。
他出过轨，甚至把那个女人带到
家里来；他沉迷赌博，打牌赢的钱全
都又投回赌桌；他还家暴，只要喝了
酒就开始对我们母女骂骂咧咧，严重
的时候还会动手。我小时候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战战兢兢长大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母亲跟他离婚
就好了。但母亲总是告诉我，父亲会
有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的那一天，她
甚至 还会回忆 在 恋 爱时他们多么恩
爱，父亲对她有多么好。那时，她操持
家务，一人打工来维持家庭开销。我
担心她太辛苦，从来都是自己照顾自
己，学习生活都不敢麻烦她，大学学
费也是靠的助学贷款。
工作后，我靠自己的努力还清了
助学贷款，但父亲仍旧死性不改。从
前我不敢顶撞他，是因为我还得生活
在他的屋檐下，但现在我可以挣钱养
活自己了，我还怕什么呢？每次假期回
家，我们都会吵架，我骂他是只会窝
里横的窝囊废，他骂我是翅膀硬了的
白眼狼。每当这时，母亲只会有些无
措地坐在旁边，小声劝我们别
吵了。
其实我一直在 劝说
母亲离婚，让她到我工
作的 城 市 来，以 摆 脱 父
亲。但她不愿意，说结了
婚 就 是 一 辈 子的 事，不
能离婚。我哀其 不幸怒
其不争，心中万般无奈。
父亲知道我常劝母
亲离婚，曾打电话质问我，我
痛快承认，并把这些年对他的
不满全部倾泻，说到激动的时
候，我喊出“这 辈 子 都 不会
给 他 养 老”的 话，没 等 他
出声，我就挂了电话，把他
拉黑。
我本想慢慢劝母亲过
来，可 没 等 我 安 排 好 就 等 到了父 亲
的“反击”
。他说，因为我说的那些话，
他把母亲打了一顿出气。他一点都不
怕我不给他养老，因为他是用我妈的
身 份 证办的网络贷 款，就 算 离婚了，
这钱也得我来还！
他抓住了我的软肋——我不会对
自己的母亲坐视不理。但如果我还了
这个钱，那这之后就是无底洞，我永
远被捆绑，我和母亲的新生活永远无
法开始！到底该怎么办？

爱帮忙

家庭生活的“黄金法则”：
谁痛苦谁改变

情感专家：
肖军
心理、 婚 恋咨询师，
著有《婚恋中的情商
训练法则》等

“

家庭人际交往的
一个重要法则
就是不要突破对
方的心理边界，
要尊重对方的自
主权和选择权。
父 母 的 婚 姻，
就算全世界的
人都不看好，只
要他们愿意继
续 过下去， 做
子女的都必须
给父母以祝福，
切不可随便介入
……

王婷：你好！
你父亲的所作所为，确实很过分，只是，
你的某些行为，比如常劝父母离婚，这些都
是家庭生活中失去边界的表现。你是过多干
涉父母的婚姻，你母亲是过于依赖，你父亲
是过于控制。
父亲通过拿你母亲的身份证去借网贷，
逼你为母亲还账，间接为他还账，是一种边
界不清，甚至把家庭关系更复杂化的表现。
这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你完全可以坚
持你的原则，果断地拒绝，从而让父亲承担
他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是，关心父母的生活，为父母分忧，
是为人子女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你真的
完全置父亲于不顾，那么，你的所谓“新生活”
也很难幸福。
家庭生活中有一个“黄金法则”：谁痛苦
谁改变。同样是失去边界，你的父母并不感
到痛苦，至少不感到非常痛苦，对于你母亲
来说，没有痛苦到要离婚的地步，所以，他
们不会去改变什么。反而是你，感到了极大
的痛苦，所以，你就会去寻求改变。改变是
好事，但是，如果改变的方向和方式错误了，
那么，你的改变就不如父母的不变。
正确方向是什么呢？是改变自己，而不是
改变父母。比如你变得宽容、平静、淡定了，
父母也会受你的影响，变得从容和谐一些。如
果不愿意改变自己，还要强迫对方改变，只会
制造更多的矛盾，令双方变得更加难以相处。
首先，要学会体察自我，学会做自我分析。
要体察自我，就必须抛弃那些绝对化的观念，
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认识真正的自己。
其次， 要尊重并满足自己的正当渴望，
而对过分的欲望和情绪进行适当的控制。你
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但是，你的烦
恼中，似乎只有父母，而没
有自己的爱情。这不是一
个正常的现象。所以，对父
母的矛盾进行淡化处理，全
身心投入到自己的爱情世界
中去吧！也许，当你获得一份
甜蜜的爱情之后，你和父亲
就冰释前嫌了，或许你会发现：
其实父亲也有可爱可敬的一面。
另外，从你经常使用偏激的情绪化的
语言来看，我推测，你也可能存在情绪化
的问题。不管你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你
都要进一步学会控制情绪，更好地调节
自己的情绪。
同时，你还要注意家庭人际交往
的一些法则和技巧。
家庭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不要
突破对方的心理边界，要尊重对方的自主权
和选择权。父母的婚姻，就算全世界的人都
不看好，只要他们愿意继续过下去，做子女
的都必须给父母以祝福，切不可随便介入，
更不可干预父母的婚姻，再糟糕的婚姻都有
其价值。
和父母相处还要注意：要接纳父母的不
完美乃至缺陷，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尽孝
道。孝顺父母不能没有原则，但是，也不能
因为父母有缺点，就不孝顺父母啊！

”

面对这样的父亲到
底 该 怎 么 办？ 扫 一
扫，发表你的观点！

爱与情，是人生中重要的两大
主题，我们享受其中，也折磨其中。
从本期开始，
“爱·帮忙”联合国
内知名泛心理学互联网平台丁丁心
理，集结近万名心理咨询师助阵，
为你解答爱与情的困惑，
让阳光照进你的心里！
扫一扫，近万名心理咨
询师帮您解决困惑

父母不同意我的婚事，
男友提议让我“怀孕逼婚”

Q

我和男朋友相处半年，感情还挺好。原本
计划年底结婚，可是我父母不同意，男方
家长知道后，也开始阻拦我们，原因是我还在读
研，又是异地，在一起不合适，又觉得我决心不
定，以后会出现问题。所以男友建议，让我先怀孕，
这样一来可以证明我的决心给他父母看，二来我
父母也不得不同意。这样合适吗 ?

A

心理咨询师许烨解答：
你没有说父母反对这段婚姻的原因，不过我想
他们肯定会站在家庭角度为你做很多考虑，或许其
中也涉及很多现实性的问题。而男方父母也同样为
儿子考虑，认为你还在读研，又是异地，这样的情
况维持恋情稳定的几率已经较低了，更别提结婚的
事。看得出你的男友很想跟你继续发展，所以他提
出未婚先孕的“方案”。
你能前来咨询，说明你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与理性。那么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怀孕是用
来应对结婚这件事，还是你们两人已经做好了携手
人生、共同抚育一个新生儿的准备？
此外，你的学业如何安排？你们是否要结束异
地生活？你是否做好了角色转换的准备？男方是否可
以适应你们的朝夕相处，并具备照顾你们母子的经
济能力与生活能力 ?
如果不能结束异地生活，那么你怀孕后会更多依
赖父母的照顾，你的父母能否照料你整个孕程 ? 你
们先斩后奏把孩子生下来，会让父母对女儿产生愤怒、
失望等情绪，如果父母得知这个主意是男友提的，那
么你父母会对这个男孩子的印象更差。
与女方怀孕不同，男方在身体上没有孕育孩子，
也就是说男方抽身离去的成本比女方更低。如果
此时男方听从了父母的劝导，默不作声地选择退出，
那么对女方来说是个双重打击。
如果你决定选择接受男友的这个提议，那么你
就要做好承担这些风险的准备。

我该如何突破年龄给我的恐惧感？

Q
A

我今年 28 岁了，单身，目前一个人在外地
工作，事业和家庭好像都还没有着落，而年
龄却越来越大，年龄的问题让我感到恐慌。
心理咨询师张丹解答：
年龄本身是中性的，不会引起恐惧。引起
恐惧的，一定是与这个年龄相关的具体情境。
害怕年龄逐渐增大，一直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
这种情况下，恐惧的是亲密关系；害怕自己年龄增长，
但是事业或工作仍旧飘忽不定，没有明确的发展方
向，这种情况下，恐惧的可能是社会地位、经济收
入达不到自己期待的水平。只有了解具体的恐惧背
后的真正内容，才有可能去针对性突破。
有恐惧，必然是生活遇到了挫败或陷入困境，
我们可以把这些统称为问题。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些
问题与你这个人分开，即问题虽然存在，但人仍旧
是好的。你要坚定地告诉自己 ：
“我是有价值的，值
得爱与被爱！”不要因为问题的存在，而损害自己的
价值感，而是多看到自己的身上的闪光点，比如坚强，
独立和勇气。这些非常好的特质，一直都在，它们
一定会助力你去面对和处理问题，助力你打通人生
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