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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普遍形式，对个人、家庭

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夫妻关系是婚姻

关系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形式，影响这一关系稳定

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夫妻冲突。自古以来，夫妻

之间的冲突就很普遍，关于夫妻冲突的影响有丰富

的研究结论，夫妻冲突影响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1]，

影响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婚姻质量[2]，会导致子女

出现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和网络成瘾[3，4]，并能够显著

预测分居和离婚 [5]。此外，研究者也考察了夫妻冲

突和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尚未达成共

识。如有研究表明夫妻冲突对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很

小 [6]，也有研究表明夫妻冲突频率与婚姻满意度下

降程度呈正相关 [7]，更有研究显示夫妻之间的冲突

能促进夫妻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婚姻质量的提高 [8]。

夫妻冲突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应对方式

这一中间变量的调节，夫妻冲突应对是其冲突与满

意度关系中的中介或调节变量[9]。改善夫妻冲突应

对方式能提高婚姻质量和稳定性，进而提高子女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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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gender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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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

夫妻冲突应对方式指夫妻在冲突发生的各个阶

段采取的应对方法，包括情绪、认知和行为等方面。

现有研究将夫妻冲突应对方式利用两分法或四分法

进行分类说明。两分法指将应对方式分为两类，如

积极——消极，主动——被动，建设性——破坏性等

对立的两极[10]。四分法有两种，一种由Rusbult等提

出，从主动和被动、建设性和破坏性两个维度将夫妻

冲突应对分为主动建设（讨论）、主动破坏（离开）、被

动建设（忠诚）、被动破坏（忽视）四类[11]。另一种由

Overall和McNulty提出，从反对与合作、直接与间接

两个维度分为直接反对、间接反对、直接合作及间接

合作四类[12]。这些分类方式简洁明了，但仍有局限，

二分法过于绝对，未考虑环境因素，四分法不能反映

发展变化特征。另一方面夫妻冲突应对中的性别差

异也值得关注，每种性别有自己固定的行为方式，由

此而窄化了自身应对方式。不同性别有哪些较为固

定的积极与消极应对方式呢？在冲突发生的不同阶

段，男女应对有哪些共同和不同特征？如何突破性

别角色的限制，扩大不同性别的积极应对方式是本

研究关心的问题。此外，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女性

社会地位的提升，男女性别应对策略上有哪些变化，

可以给予我们哪些启示与警示呢？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青年夫妻之间

冲突的应对方式，根据粗糙集逻辑理论，参照刘电芝

等提出的要素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水平分析法对

男性和女性青年在夫妻冲突中的应对方式进行不同

角度的分析和讨论[13]。希望了解不同性别青年夫妻

冲突应对方式在过程和水平上的差异，并对这种差

异的来源进行探讨，以期能给不同性别青年提供应

对建议，为临床婚姻治疗和家庭治疗提供参考。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婚龄1年以上

的青年夫妻为研究对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受

访者招募书》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访谈对象。访谈之

前所有访谈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结束后赠送

礼物。根据信息饱和原则，最终获得符合研究条件

的访谈对象 24人，其中男性 11人。男性年龄从 24
到 39周岁，平均婚龄 5.4年；女性平均年龄 32.4岁，

平均婚龄5.5年。男性学历大学以上11人；女性，大

学12，高中人1人,。男女性职业涉及工程师、教师、

公司职员等。

1.2 访谈实施

研究者首先通过预访谈确定访谈提纲，依据访

谈提纲实施访谈。访谈过程涉及三个步骤。第一步

是导入，了解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步为正式

访谈，访谈对象需表达三部分内容：自己对当前婚姻

的感受与评价；充分举例，并详细说明其在婚姻冲突

中使用过的应对方式；对各个应对方式进行评价。

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适时恰当地追问，以期获得更

丰富和有深度的内容。第三步结束访谈，确认访谈

对象没有其它信息补充后中止访谈。

每次访谈结束立即将录音转录成文本，并进行

一级编码。当连续两个访谈对象均没有出现新的一

级编码时则停止招募。因为本研究的重点是比较性

别差异，因此，男性与女性分别进行访谈和编码。最

终，共获得男性11人，女性13人的访谈录音。

1.3 编码过程

本研究参考陈向明、张秀敏和杨莉萍的分析流

程，完成语音收集后，转录为文本材料，找出参考点

后进行三级编码，最终自下而上地提炼理论模型[14，

15]。在这个过程中会根据需要反复进行资料分析和

编码调整，具体流程见图1。

图1 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流程图

首先，研究者通过分别提炼不同性别受访者话

语文本中所包含的主题思想，在Nvivo软件中以合

适的主题词标记，形成参考点。11名男性访谈对象

共提供188个参考点，平均每个访谈对象提供17个；

13名女性提供264个参考点，平均每人20个。

然后，合并有意义并含有相似信息的参考点，形

成一级编码。最终男性形成53个一级编码，女性54
个。再根据一级编码的相似性抽象归纳，形成二级

编码。男女在这一步出现并轨，形成13个一致的二

级编码。最后，根据二级编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

辑意义，对所有二级编码进行意义整合，形成6个三

级编码，也称为核心编码，据此提炼出理论模型。

1.4 资料分析途径

本文采用要素、过程和水平分析法，对男性、女

性在夫妻冲突中的应对方式进行分析比较。要素分

析是对男性、女性的典型应对方式进行总结归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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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过程分析则先将冲突分为冲突前、中、后

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比较不同性别的应对方式。

水平分析法则从积极和消极两种水平上分析比较性

别差异。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本

研究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过程与水平结合分

析的方式进行归纳整理，如此，有助于人们更细致地

了解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同时对于人们行为的指

导也更具体明确。

1.5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效度检测主要通过保证两个“一致性”：

原始材料与受访者真实意图的一致性，理论生成与

原始材料的一致性。随机抽取男女各 3名访谈对

象，请其阅读自己的访谈文字材料，6人均表示文本

为其本意描述。从男女访谈材料中各随机抽取 10
个一级编码，20个编码均能从话语文本材料中找到

对应的资料原型。信度通过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来

说明。由两位研究者对3名男性和4名女性文本分

别进行编码，检测编码一致性。男性编码一致性达

0.75，女性0.78。本研究编码有可靠的效度和信度。

2 结 果

2.1 要素分析结果

要素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找到典型特征，本研究

通过计算各要素中包含参考点的多少来将特征的典

型性进行量化。即根据核心编码中含有的参考点数

来建构性别要素差异模型。

根据访谈对象的编码信息，共提炼一级编码

452个，二级编码如理性提升、感性提升等各 13个，

核心编码如升华、对抗、和解等各6个。夫妻冲突应

对方式的性别差异特征见表1。
男性和女性在应对夫妻冲突的方式上，均会采

用回避退缩和不作为，在这两个维度上具有相似性，

涉及参考点在总参考点数中的比重相似，回避维度

均占 15%左右，不作为维度男性约占 7%，女性约占

10%。分析其中包含的一级编码，亦存在形式上的

相似性。需要注意的是，冲突后夫妻双方均会采用

疏远这一应对方式，但女性的疏远更偏情绪性和暂

时性，而男性的疏远则更深层，偏向关系的疏离。

表1 青年夫妻不同性别冲突应对方式的要素分析

三级编码

升华

自我提升

对抗

掌控

二级编码

理性提升

感性提升

激烈对抗

非合作性

男性

一级编码-参考点数

事后讲道理-11
学习婚姻知识-5
提高沟通表达能力-2
反思改变-2
求同存异-2
提高经济水平-1
矛盾尽快解决-1

察颜观色-4
出去走走-3
提高生活情趣-3
记住一些纪念日-1
辩论较劲-4
肢体冲突-4
砸摔东西-3
故意逆对方意-2

不适当让步-2
借题发挥，翻旧帐-2
说招人讨厌的话-1
干涉对方私事-1
随意猜测对方想法-1

参考点总数

35

20

女性

一级编码

反思改变-17
主动学习-14
提升说话技巧-9
调整思路方法-5
事后讲道理-5
矛盾当天解决-3
学习婚姻知识-2
重视冲突解决-1
预先约法三章-1
事情思考周全-1
适当示弱-3
控制情绪-2
不说过激话-1

掌控对方-14
争吵指责-12
砸东西摔门-8
把离婚挂嘴上-3
骂人言辞激烈-3
反复纠缠同一件事-3
报警-1
得理不让人-1
要对方猜测自己心思-4
命令语气-3
表现出不屑-2
翻旧帐-2
负面猜测对方想法-1

参考点总数

6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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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的性别差异重点体现在自我提升、对抗掌

控、尊重理解和和解退让这四个核心编码上。根据

这四个核心编码涉及参考点的比重，以对抗-接纳

为横轴，以升华-和解为纵轴，形成男女应对方式要

素分析两维模型，见图2。
图 2显示，不同性别青年在夫妻冲突应对方式

上存在相似性，即这些方式男性女性均会使用，同时

存在差异性，即两者使用的频率和程度存在差异。

相比较而言，在横轴的两个维度上，女性更倾向于对

抗或掌控对方，而男性偏重对对方的理解、接纳和尊

重。在冲突中，女性采用争吵指责、砸东西摔门等激

烈对抗的方式来应对的约占 14%，而男性这一比率

约为8%。从纵轴两个维度来看，女性更希望通过提

升、进步来解决当前冲突，也更愿意作出努力，男性

的提升动机相对较弱；在和解退让方面，女性偏被

动，男性则显得积极主动得多，仅“不分对错先主动

和解”这一应对方式在男性中约占10%。

女性的升华优势有一部分体现在对抗、掌控方

向方面，有的女性学习更多的婚姻知识，是为了引导

丈夫。如有访谈对象提到“我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

三级编码

和解

退让

接纳

尊重

理解

回避

退缩

疏远

不作为

二级编码

主动和解

主动停

止争吵

尊重对方

重视对方

需求

疏远关系

逃避解决

借助外力

自然解决

忍让

男性

一级编码-参考点数

不分对错先主动和解-15
主动道歉-7
先冷静下来-6
投其所好，行动表示-6
适度包容忍让-7
间接信号示好-3
拥抱-2
主动停止争吵-4
暂时离开冷静-4
不是原则问题没必要争吵-3
敬重对方-7
认真对待对方的事-4
人前夸对方好-2
满足对方爱好-2
与对方商量再做决定-2
从对方角度考虑-8
关注对方情绪-4
多做家务-3
了解对方精神爱好-2
多听对方说-1
不主动联系-4
不把夫妻关系放第一位-4
不聊心里话-4
我只是个演员-1
不理睬对方的吵-4
长时间冷战-4
有放弃的想法-4
故意加班-3
忽视存在的问题-1
告诉亲属来处理-6
生小孩-1

日常事情触发解决-3

过分忍让-2

参考点总数

57

35

29

12

女性

一级编码

道歉妥协让步-6
拥抱就和解-6
相互妥协，折中处理-5
先冷静一下-4
微信沟通-4
找对方说话、开玩笑-4
撒娇-2
主动停止争吵-9
控制情绪-6
回忆美好-3
各自做事不掺和-6
接纳包容-4
看到对方优点-3

从对方角度考虑-14

不主动联系-4
冷漠不理睬对方-3

长时间冷战-15
有放弃的想法-11
拖、回避解决-4
回娘家-4

等对方来和好-7
婆婆主动介入-5
父母调节-2
朋友调节-2
不了了之-3
情绪过了，事情就过了-1
忘记-1
过分忍让-5

参考点总数

49

27

41

26

表1 青年夫妻不同性别冲突应对方式的要素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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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就会讲给他听”。男性对配偶的尊重、接纳有时

也带有退让的色彩，如“我太太会强制我每个月交

1000 元。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一分钱也存不下

来。她确实比我管钱的能力要强。我也非常乐意地

被我老婆去管束”。

图2 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模型

因此，从这一模型也可看出，在夫妻冲突应对

中，女性更偏主动、进取，更注重自我和关系的提升，

而男性则相对被动、退让，表现出更多妥协和容忍；

对对方的态度上，女性更具进攻性，表现更多掌控对

方的行为，男性更具接纳性，更尊重、理解对方。

2.2 过程和水平分析结果

要素分析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青年夫妻冲突应

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模型，对不同性别的典型应对方

式有整体的了解。但二者差异的细节还需深入探

讨，因此，本研究进一步从过程和水平分析相结合的

角度进行分析，可从发展的角度揭示夫妻冲突的进

程与应对（见表2）。
2.2.1 冲突前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 从冲突前的

应对方式特征来看，男性与女性在尊重对方与理性

提升方面均提出比较好的应对方式但在细节方面存

在着差异。

在冲突前的积极应对方式中，感性提升男女双

方均有所提及，男性、女性都有较多值得肯定和学习

的方面。男性独有的应对如提高生活情趣，或者夫

妻双方一起出游等，这些方式不仅有利于避免冲突

的发生，对促进夫妻关系的感情发展亦有较大的价

值。如有访谈对象提到“到了周末就一起出去放放

风”，“有新的电影上映就一起去看个电影，交流交流

感受”，“平常周末要带她（妻子）出去玩玩、走一走，

一般去海边、公园，或者说说微博、微信上看到一些

比较另类、好玩的”等。女性的提前约法三章也是一

个值得借荐的方法，如“提前事先要约定好，我真的

觉得就是我们在最开始那个约定还是挺有用的”。

冲突前的消极应对中，男女的性别差异更为明

显一些。在关系疏远维度，女性的回避更倾向情绪

性、短期性的回避行为，而男性更倾向深层回避，即

回避关系，如有男性访谈对象说“在夫妻关系中，我

和她都只是演员”，这是一种关系的疏离。

在关系对抗维度上，女性体现出更强烈的攻击

倾向，如对对方表现出不屑，用命令的语气，甚至要

掌控对方等。如有女性访谈对象提到“有时我都会

用命令的口气让他帮我做这个干那个，可能我自己

没在意语气的时候，他很在意我的语气，就产生逆反

心理”，“我就是控制欲可能稍微要强一点，而且执行

力比较强一点”，“你这样是不行的，必须去学个技

术”等。男性也会出现对对方的控制，如有人提到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大男子主义太强烈了，外面的事

情他要管，我的事情他也要管，大事情他要管，小事

情他也要管”。

2.2.2 冲突中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 在冲突过程

中，男女应对方式相似性较高，积极应对均为控制情

绪后的适当退让，消极应对就是过分宣泄情绪，通过

语言相互攻击，甚至出现肢体冲突。其中“不分对错

主动和解”是男性的典型应对方式，而“回忆美好”是

女性提出的比较独特的积极应对方式，男性比女性

更容易“主动道歉”。消极应对中，女性表现更为明

显、比较典型的就是把离婚挂嘴上和反复纠缠同一

件事。冲突过程中，男性的应对较女性理性，女性在

冲突中更倾向于情感宣泄和表达。

2.2.3 冲突后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 有的夫妻关

系在冲突中走向结束，如有男性提到“那时候我其实

已经偏向离婚了，觉得经常这么吵，不是一回事”。

而有些夫妻关系则在冲突中得到成长，男性女性均

有访谈对象对此有所提及。如有访谈对象提到“现

在我们冲突明显减少了。我觉得我调整改变了很

多，各方面成长了很多，情绪控制了很多，我觉得我

更成熟了”。冲突对青年夫妻而言，是危机还是成长

机会？关键就在于冲突后的应对。

冲突后男女双方都认为需要把问题说清楚，压

抑忽视不可取，应尽快解决问题等，但也存在着不少

差异。冲突发生之后，在思想方面，女性会更愿意反

省并改变自己去应对冲突事件，男性更愿意从道理

上分出对错。在态度方面，女性会更重视问题的解

决，并强调要尽快解决问题，而男性会倾向使用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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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发生后，男性的示好行动更多，如有人说

“按照她生活习惯上的一些爱好去做，她晚上睡觉要

喝水，那就去拿水给她喝”。女性也会使用“柔情

功”，“就去撒个娇，女人嘛，就是这样”。

2.2.4 各个阶段都有效的应对方式 换位思考、尊

重接纳和爱的拥抱是冲突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使用且

都有效的应对方式。访谈对象普遍认为“换位思考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有人提出“能站在她的立

场思考吧，这是很重要的进步”。

夫妻关系中对对方的尊重、接纳会提高对方的

幸福感。有访谈对象总结自己婚姻幸福感较高，“最

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互相尊重”，“我觉得这个很重

要，就是相互认同对方”，有女性提出自己的夫妻关

系出现质的变化，就源于“我懂得在生活当中去看他

的优点，我懂得多夸他，以前是指责过多，现在不会，

我会用夸他去代替这些指责”。

拥抱是一个充满柔情和治愈力量的温暖动作，

身体的触摸不仅让人体验到快乐，也有助于人们更

表2 青年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过程和水平综合分析

过程

冲突前

冲突中

水平

积极

消极

积极

二级编码

尊重对方

理性提升

感性提升

关系疏远

关系对抗

冷静和解

男性

一级编码

从对方角度考虑

敬重对方

认真对待对方的事

关注对方情绪

多做家务

了解对方精神爱好

人面前夸对方好

满足对方爱好

与对方商量再做决定

多听对方说

学习婚姻知识

多做家务

提高沟通表达能力

求同存异

提高经济水平

察颜观色

出去走走

提高生活情趣

记住一些纪念日

不主动联系

不把夫妻关系放第一位

不聊心里话

我只是个演员

干涉对方私事

随意猜测对方想法

不分对错先主动和解

先冷静下来

主动停止争吵

暂时离开冷静

非原则问题不争吵

拥抱

女性

多从对方角度考虑

各自做事不掺和

接纳包容

看到对方优点

主动学习

提升说话技巧

调整思路方法

学习婚姻知识

预先约法三章

事情思考周全

适当示弱

控制情绪

不说过激话

不主动联系

冷漠不理睬对方

掌控对方

要对方猜测自己心思

命令语气

表现出不屑

负面猜测对方想法

主动停止争吵

控制情绪

对方拥抱就和解

冷静一下再处理

回忆美好

适当示弱

不说过激话

过程

冲突后

水平

消极

积极

介于积

极与消

极之间

消极

二级编码

忍让妥协

激烈对抗

自我提升

理性思考

主动和解

积极态度

借助外力

压抑忽视

间接和解

其它

回避

被动

男性

一级编码

主动道歉

适度包容忍让

过分忍让

辩论较劲

肢体冲突

砸摔东西

故意逆对方意

不让步

借题发挥，翻旧帐

说招人讨厌的话

反思改变自己

事后讲道理分对错

投其所好，行动表示

适度包容忍让

拥抱

告诉亲属来处理

忽视存在的问题

间接信号示好

日常事情触发解决

生小孩

长时间冷战

有放弃的想法

加班

过分忍让

女性

相互妥协，折中处理

过分忍让

争吵指责

砸东西摔门

把离婚挂嘴上

骂人言辞激烈

反复纠缠同一件事

报警

得理不让人

表现出不屑

翻旧帐

反思改变自己

调整思路方法

事后讲道理分对错

道歉妥协让步

对方拥抱就和解

相互妥协，折中处理

找对方说话、开玩笑

撒娇

矛盾当天解决

重视冲突解决

父母调节

朋友调节

不了了之

情绪过了，事情就过了

忘记

微信沟通

长时间冷战

有放弃的想法

拖、回避解决

回娘家

等对方来和好

过分忍让

问题这一方式应对。在行为方面，男性女性都会发

挥自己的特长，男性会投其所好、改善对方情绪，女

性则会通过撒娇、主动找对方说话等方式来应对。

与态度相悖的是，女性虽然态度上愿意积极地应对

冲突，但行为上更倾向于等对方来和好，如有女性提

到“就等他来哄我呀，这个得男人主动的”。访谈中

没有男性提到等女性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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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解决问题 [16]。在冲突之前，“我们现在就约

定，每天睡前一定要有爱的抱抱，这种仪式让我们都

感受到爱的感觉吧”。在冲突过程中，拥抱是简单可

行的应对方式，效果快速、积极，如有女性访谈对象

提出“有时他来搞点小动作，比如抱抱呀，我就绷不

住了”，也有男性提出“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做很多，不

需要说很多，只需要给她一个拥抱，抱着之后，两个

人慢慢平复下来，就可以把很多事情都讲通”。冲突

发生之后，“他要是主动过来抱一抱我，然后就和好

了”。

3 讨 论

特征分析得到性别差异模型，过程和水平分析

得到在夫妻冲突不同阶段中的冲突应对方式性别差

异特征，这两种分析路径得到的结果存在内在的一

致性。即在夫妻冲突中，相对于男性，女性表现出明

显的进取型特征，更愿意自我调整，更愿意自我提

升。男性则更偏向退让，表现出更多理性行为，如强

调对错道理，但却不愿作更多改变，对冲突情境回

避，不愿或不直接面对问题。女性的进取特征体现

到夫妻关系中时，好则会有效促进夫妻的共同进步，

促进夫妻关系的理性提升，不好则表现出更多主动

攻击性和掌控性，更多争吵，指责对方，要求对方改

变等。男性的退让特征体现在夫妻关系中时，好则

会表现为对配偶更多的接纳和理解，促进夫妻关系

的感性提升，不好则会表现为对配偶实施被动攻击，

即拒绝沟通，疏远，甚至逃离关系。夫妻冲突过程

中，女性有更多感性表达，男性则更多理性表达，而

在冲突前、后应对中，女性体现出更多理性特征，男

性体现出更多感性特征。

3.1 夫妻冲突应对中的进取和退让

现代中国社会普遍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这

让很多的女性能够走出家门去实现自身的社会价

值，这一举措让女性能力得到展现的同时也让女性

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在生活

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家庭生活中，体现出进取性与对

抗性则不足为奇了。一方面，男性更多从婚姻状况

中获取心理福利，而女性从婚姻质量中有更多心理

获利[17]。因此，男性有更强的保持婚姻状况动机，而

女性更愿意学习提高，通过提升自己的知识与技能

去提高夫妻关系的质量。另一方面，女性社会地位

提高与自我提升的同时会对配偶有更高的要求[18]，

会“恨铁不成钢”。这表面看是一种要求和促进，背

后是对对方现有状态的否定。对配偶的否定，会让

其自尊大受伤害，并让其产生强烈的焦虑和愤怒，最

终导致夫妻之间的对抗。因此，很多情况下，女性抱

着“我们共同进步”的动机，却得不到对方的理解，甚

至带来大的夫妻冲突。

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男性的妥协退让得到较好

的社会评价，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虽然男性传统

的“男不与女斗”的心理优越让其在心理上有了更多

退让妥协的空间，但其本质是对自己负性情绪的压

抑[19]，久而久之，内心会累积不满和委曲，而对方可

能对此却一无所知。另外，退让妥协有时并不能解

决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夫妻冲突中一方采用退让妥

协来应对，其退让妥协的程度与另一方提要求的程

度呈正相关[20]。妥协退让会让对方有更多的要求，

而要求又会引发更多的妥协退让[21]，这是一个恶性

循环的过程。男性充分强调希望得到女性的认同和

尊重，但研究表明夫妻冲突中回避的程度越高，夫妻

双方相互理解和接纳的程度则越低[22]，因此，男性退

让回避会更易失去对方的理解与尊重。

无论是进取还是退让，都应建立在彼此的尊重

和理解之上。随着男女平等思想被接纳，女性价值

得以展现，女性的成长也得到男性的认可，一些男性

会以对对方尊重和接纳的退让方式呈现。在冲突前

后理性地解决、提升自我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但婚

姻中不能仅有理性关系，还需要给予对方更多的情

感关怀。男性在冲突前的感性应对是值得推崇的，

也应该作为女性的应对方式。在婚姻中不能忽略人

的感受和情感，要让对方体验到亲密关系，让对方体

验到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纳是夫妻双方的义务。

3.2 夫妻冲突应对中的主动与被动

在夫妻冲突应对中，女性更主动进取，对配偶的

“攻击”也呈现更多主动性，男性则显得被动，成长需

要女性的敦促，在夫妻关系中也更多使用被动性攻

击。

本研究中女性对配偶的主动攻击多为言语暴力

攻击，指责甚至谩骂对方，而男性的主动攻击则为身

体暴力攻击。无论是言语攻击还是身体攻击对人的

身心伤害都是巨大的[23]，会激化矛盾，甚至对夫妻关

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要减少对彼此的攻击，就要

去理解攻击背后的需求。攻击都是内心愤怒、怨恨

情绪的表达，愤怒、怨恨的本源是心理防御。通常一

方侵犯另一方的心理边界，被侵犯方会感受到愤

怒。或者一方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得过于疏离、一方

行为背离夫妻之间的契约时，另一方会愤怒、怨恨，

进而产生攻击行为。本研究中，女性在促进夫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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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对方提要求，而要求可能

是对方不能接纳的，就会越过配偶的心理边界，导致

男性的攻击。而男性的被动退让妥协，对妻子而言

是一种被动攻击行为[24]，这种心理性攻击会让妻子

感受到疏离感，降低其对夫妻关系的满意程度 [25]。

妻子可能会通过言语攻击这一反向表达行为来促使

关系回归原有的亲密状态。研究表明，非言语行为

比言语行为更能影响婚姻满意度 [7]。因此，夫妻冲

突中男性的被动非言语攻击可能比主动言语攻击具

有更大的杀伤力。夫妻关系的主动行为可能以被动

为因，也可能以被动为果，反之亦然。因此，夫妻双

方需要意识到彼此的心理边界，不做越界行为，适当

地表达亲密，并遵守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不以主

动之名去实施伤害，亦不以被动之名逃避责任。夫

妻冲突应对之根本，重在主动地积极进行彼此之间

的情感建设，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

3.3 夫妻冲突应对中的感性与理性

过去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更注重感性表达，男性

更倾向理性应对。但本研究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

中，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更偏理性，男性

则更感性。从本文提炼的夫妻冲突应对性别差异模

型来看，女性提出的应对方式体现出更多理性关系

特征，如作出更多理性思考、更愿意自我提升等，男

性则表现出更多非理性特征，如更多的退让和回

避。在感性关系特征上，男性表现出积极倾向，他们

表达出更多对配偶的理解、尊重与接纳，这些是能有

效提升感性关系的方式；女性则表现出消极倾向，女

性更多采用对抗、掌控等应对方式，这些方式会对夫

妻感性关系带来伤害。

夫妻之间在生理、社会身份和精神层面的交互

关系，是感性与理性互动并存的过程[26]。青年夫妻

在恋爱时和结婚初期，两人之间存在较强的感性吸

引力，相互之间持有欣赏和迷恋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夫妻关系也是和谐的、温暖的。随着婚龄的

增长，夫妻之间的相互吸引逐渐减弱，感性成分降

低，理性成分升高。夫妻关系从感性向理性转变的

过程是夫妻双方相互磨合的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

必然容易产生各种摩擦，进而导致冲突的发生。夫

妻之间的纯理性关系是否是一种安全的关系呢？亲

密的夫妻关系、情感的沟通交流是良好婚姻的基本

要件[26]，这一特征决定了纯理性关系在夫妻关系中

的不适应性。成熟、良好的夫妻关系应当是感性与

理性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夫妻双方在相处中既要

采取学习婚姻知识、提高沟通能力，对待问题理性思

考，事先约法三章等理性行为，也要有意识地进行感

性交流，如拥抱对方、尊重理解对方、关注对方情绪、

提高生活情趣等。

3.4 冲突应对中的性别突破

由于性别的差异，男女性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性

别应对刻板方式。实际上，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应对

方式，不应该受性别角色的限制，有助于问题解决的

积极应对方式应该成为男女共同的应对方式。男女

均应该突破原有心理舒适区，以更积极、有效的方式

去应对夫妻冲突，如冲突前男性亦可有更多的提升

和学习，女性也多表达尊重和接纳；冲突中男性可多

作积极情绪表达，女性亦可多控制情绪，尽量保持理

性；冲突后男性当更积极、正面地应对冲突，女性则

可学习男性，多主动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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