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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
是你聊天踩雷了

倾诉

打听雷区篇
隐私不要碰，
一问一答要避免
1. 你是我在哪里加的？
分析：这往往出现在网络相亲时，但
直接问“你是我在哪里加的？”这会给人一
种没被重视，撒网太多的感觉。如果确实
不知道怎么联系上的，可以等感情稳定
后，
用俏皮式的语言从侧面询问。

2. 发张照片来看看
分析：双方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直接要求发照片，会让人感到反感，认为
其是“外貌协会”，毕竟照片很隐私，不熟
也不想随便给。只要聊天聊得来，见面是
早晚的事。

3. 你月收入多少？
分析：开门见山问收入显得很不礼
貌。如果想迫切了解，可从兴趣爱好和打
发业余时间的方式来侧面了解。

4. 首次相亲就问恋爱史
分析：若对方感情经历坎坷，在这方
面会有很强的防备心理，反感别人去触
碰。双方没有明确交往意向时，了解恋爱
史也没有意义，当对方确定要交往时，会
主动和盘托出。

5. 你父母在上班吗？
分析：家庭条件是相亲男女都很看重
的。但迫不及待想知道对方的家庭状况，
明显有些势利。可以避免问答式，聊聊对
方家长对女婿或儿媳的要求等，从侧面分
析对方的家庭状况。

聊天雷区篇
爱称要慎重，
调侃言语不要有
1. 未确定恋爱关系，称呼对方“宝
贝”、
“乖乖”、
“亲爱的”等爱称
分析：还未确定恋爱关系就已称呼暧
昧，特别是男性称呼女性时，会让人一种
很不舒服，感觉不被尊重，很
“肤浅”
。

2. 随口挂“父母”
分析：随口挂着“父母”在嘴边，往往
会让对方觉得你没主见、妈宝等，给相亲
大打折扣。

?
近 日 ，网 友“YGHYQYBN”在重庆某论坛发帖
称，与一个相亲男聊天时，时
常让她感觉不舒服，并根据
和相亲男聊天总结出其猥
琐 、肤 浅 、抠 门 、油 嘴 滑 舌
……因此，她决定不去见面
认识。
网络相亲，一聊天就掐
灭见面的可能，还并非个例。
厢 遇 APP 曾 发 布 的
《2018 年重庆轨道族恋爱调
查报告》显示，在平台 50 万
用户基础上抽取的 1423 名
未婚轨道族的调查数据显
示，49.85%的单身族称，不
知如何与异性相处，不知道
聊什么，不会聊天，往往成为
相亲雷区。
昨日，记者采访到厢遇
APP 资深红娘杨霞，听
她讲讲相亲或感情
未稳定时有哪些
“雷区”。

3. 男生问女生，你喜欢不喜欢
我？
分析：不想拐弯抹角，不想浪费太多
时间，以及在不太自信的时候才会直接
问，这会让对方很反感、纠结，得不到答
案。

4. 你给我生一堆孩子
分析：婚恋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每个
阶段做每个阶段的事。还没开始恋爱就
说生孩子的事，这让人觉得“调侃”
、
“不被
尊重”
、
“大男子主义”
、
“传宗接代的工具”
等。

5. 不问对方是否方便，直接发视
频和语音聊天
分析：直接发视频和语音，当别人在
忙时，
会厌烦，让人觉得很没礼貌。

行为雷区篇
打扮要得体，
切忌临时邀约
1. 临时有空，邀约对方见面
分析：
“今天下午我有空，我们在……
见面吧。”临时邀约，不提前准备，给人一
种不被重视与尊重的感觉。邀约别人，应
该尊重别人的时间，并且见面应避免半夜
等敏感时间。

2. 初次见面浓妆艳抹
分析：浓妆艳抹，穿着暴露，会给人留
下太招摇的印象。初次见面，淡妆，穿着
得体、漂亮即可。

3. 邀请对方到家
分析：家是一个隐私密闭空间，在感
情基础不稳定时，随便邀约别人到家，会
给人很多亲密接触的暗示，一般都不会成
功。即使成功邀约，对方随便就答应，可
能也不是适合走到一起的人。

4. 结账时，询问是否可参加团购
分析：团购会是持家的表现。但是首
次见面还是应该注意，会让人觉得不大方
等。

红娘支招

初次见面时间不宜过长
其实除了这些雷区以外，相亲也是有
技巧的。杨霞还给出了几点建议：
一、在相亲时，要避免一问一答的聊
天模式，可以多聊聊自己，对方从中附和，
这样不但不会冷场，还会获取你想了解对
方的系列答案。
二、初次见面，时间应控制在 30~60
分钟以内，
一方面是为避免后
期的冷场，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留下话题为下次见面聊天做
准备。
三、初次见面后 24 小时
之内，
进行一次网络聊天或电
话互动，让人感觉你对 TA 不
反感。
四、
初次见面后一个星期
之内，
进行第二次约会。表示
自己有意向进一步发展。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姐夜话
如果你有什么情感问题和困扰，
我们欢迎你登录厢遇“槽家湾”吐槽、
撒泼、
哭诉……
倾 诉 热 线 ：63900090
467386368@qq.com

情感专家周小燕

闺蜜喜欢的男生说
喜欢我但不能追我
（情感邮箱）啾啾妹：
一直喜欢一个
大学同学，前段时间一起聚会他喝了
酒，突然对我说，他其实喜欢我这种类
型的，
但是不能和我做男女朋友。因为
大学毕业时，
我的室友兼闺蜜向他表白
了，
但被他拒绝，
所以为了三个人都好，
他只有不和我好。这感觉电视剧里才
有的剧情，
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
周小燕：学生时代的感情纯真美
好，爱情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让人傻
傻分不清。毕业后，你们成了密友，都
很珍惜这些情分，就算互相有好感，也
不敢轻易碰触。建议：
一、他是正确的，
友情到爱情有风险，需要谨慎；
二、你们
的互相喜欢是不是爱情，
需要确认过眼
神，才知是否是对的人，在不表白的前
提下，双方深入了解非常必要；
三、现在
室友对他是什么态度？如果她念念不
忘，那么你们就要顾及她的感受，如果
她已完全放下，准备寻找新的爱情，那
么可以大方告诉她你的心意。无论怎
么发展，都希望你们永葆这份纯真情
谊，因为那是回不去的青春记忆。

得罪未来公婆
恋爱 8 年被要求分手
（厢遇网友）就此厢遇：
我闺蜜和她
男友恋爱了 8 年，打算今年结婚要小
孩，
所以男方在戒烟戒酒。最近她男友
生日，
未来公婆来了，
她男友天天喝酒，
特别是他老爸倒的酒是来者不拒，
她实
在看不下去。男友不听劝阻还说她，
她
就当男友父母面踢了下凳子，
然后全程
不说话了。
饭后，她男友的妈妈跑去阳台哭，
说我闺蜜针对他们，还去给大儿子告
状。她男友的哥就跑来质问，
说我闺蜜
脾气不好，
说我闺蜜没家教。我闺蜜就
跟他们一家吵，
她男友就一直在中间调
解。
他家人想让他们分手，
但他俩感情
很好，从租房到买房，我闺蜜没有要求
男的写她的名字，结婚也不要彩礼，现
在都问我怎么办？
周小燕：
闺蜜男友哥哥的意见是中
肯的，可惜没掌握好时机，变成了火上
浇油。事件起因，婚前备孕阶段，男友
父母专程为他庆生，高兴之余喝酒助
兴，本是人之常情，可你闺蜜却不懂人
情交往的奥秘，在饭局中发脾气摆脸
色，破坏大好气氛，此举被未来婆婆解
读为针对他们，导致矛盾爆发。眼看高
高兴兴的结婚就要泡汤，
作为闺蜜的你
也替她着急呀。
建议你好好劝劝闺蜜：首先，无论
从哪个角度出发，婚前得罪公婆都很不
明智。其次，当前再论是非对错已毫无
意义，男友完美的表现也于事无补，拖
下去只会让矛盾更深，男友更累，结婚
更难。因此若要破局，只能她主动向公
婆认错。
8 年的感情来之不易，眼前这点事
儿又算得了什么？家庭生活本就需要
妥协精神来润滑，识大体成全对方，才
是爱的体现，也是幸福生活的必修课。
希望你的闺蜜能够上懂这一课，早日步
入婚姻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