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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進化心理學：掀翻親密關係的“紙牌屋”

自美劇《紙牌屋》在全球熱播以來，“紙牌屋”（House 

of Cards）這個詞日漸演變成一個隱喻，用來喻示權力場光鮮

亮麗、冠冕堂皇的表象背後的幽暗扭曲、殘忍冷酷的真相。事

實上，除了權力場，還有另外一個領域也存在鮮為人知的“紙

牌屋”現象。

這就是人類永遠不可或缺的兩性親密關係。

從古至今，人類對於美好愛情的頌揚就沒有停止過。《漢

樂府》詩歌中“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與君絕”傳遞的忠貞熱烈，不由得令人心嚮往之；唐

代詩人白居易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纏綿

悱惻，動人心扉；匈牙利詩人裴多菲（Petofi）甚至吟誦出“生

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動情名句……

愛情如此動人，但它也如此傷人。當今社會有一個現象：

不願意走進親密關係的剩男剩女越來越多，走入婚姻者的離

婚率越來越高。不時有人在被愛情傷害後說“我再也不相信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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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了！”……

可見，儘管人類的科技已經發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但

我們對於親密關係的了解卻不多。男歡女愛的背後，隱藏着太

多我們不曾知曉的秘密。我們能不能掀翻親密關係的紙牌屋，

看一看親密關係的底牌，讓男人更了解女人，讓女人更清楚男

人，讓兩性能夠真正地相互理解？

進化心理學為解密兩性關係提供了最好的手段與方法。那

麼，進化心理學到底是甚麼樣的一門學問呢？

進化心理學產生於 20世紀 80年代，是心理學大家庭中

一個年輕的“細佬”，它與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密切相關。進

化論是關於物種起源的一種學說，進化心理學就是把達爾文的

進化論與心理學相結合而產生的一門跨界學科。通俗來講，進

化心理學就是先把人降低到動物的層面來研究問題，然後再回

到人的層面來解決問題。這個說法可能會引發很多人的質疑。

有沒有搞錯，怎麼能把人和動物相提並論呢？人已經好不容易

從動物進化為人了，怎麼還能再退化到動物的層面呢？實際

上，人和各種動物在行為模式上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從

反面驗證了進化論的正確性。

比如，我們都知道，孔雀開屏很漂亮。實際上孔雀的這個



III

屏就是一條色彩鮮豔、招搖過市的大尾巴。擁有這樣一條累贅

的尾巴，對於孔雀自身的生存是很不利的。首先，色彩鮮豔，

容易引起天敵注意；其次，尾巴太大，遇到攻擊，不便於逃跑。

所以，這條看起來很炫的大尾巴很可能會讓孔雀丟掉小命。

進化論最核心的一條法則就是“適者生存”。明明大尾巴

是不利於生存的，為甚麼孔雀還會進化出這樣的大尾巴呢？我

們來看進化心理學的解釋。

這一切都是“靚女”惹的禍！擁有漂亮大尾巴的都是雄孔

雀，雄孔雀就是要通過展示自己豔麗的羽毛來向“靚女”表白：

我是一個基因良好、身體強壯的好伴侶，請你嫁給我吧。

這個背後的道理是：如果雄孔雀的基因不好，就不可能長

出豔麗的羽毛；如果身體不健康，身上有寄生蟲，尾巴就會褪

色；如果身體不強壯，帶着這麼個大尾巴，就逃不過天敵的追

擊。所以，雌孔雀更願意選擇長着漂亮大尾巴的雄孔雀，而漂

亮大尾巴帶來的種種不便和風險，就是雄孔雀求偶的代價。

這一幕和人類男性的求偶是何等地相似啊！男性當然沒

長尾巴，沒辦法通過開屏來博得異性的歡心，但他們必須想別

的辦法來讓異性對自己動心。比如，男性為了顯示自己有足夠

強大的經濟實力，會穿昂貴的名牌服飾，戴名錶，開豪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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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炫耀行為實際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孔雀開屏。

上面的例子說明，從進化的角度看，擇偶是地球上所有物

種事關生存的核心問題。進化心理學對擇偶這個問題展開了大

量的研究，發現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規律。

現代社會，在談情說愛、求偶結婚、兩性關係上存在着

很多的問題。許多人深陷其中，痛苦不堪，卻找不到解決的方

法，只能在痛苦迷茫中煎熬。所以，我們運用進化心理學的知

識和理論，結合現實生活中的疑難案例，詳細講解進化心理學

知識要點，幫助女人徹底讀懂男人，男人真正了解女人，增進

兩性之間的相互理解，從而擁有幸福美滿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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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健康美貌等式

誰說男人只看臉

男人都是好色之徒？

女人最擔心男人甚麼？當然是花心了！

俗語說：“十個男人九個壞，還有一個正在變壞。”這

個“壞”，實際上指的就是“花心”，說得再直白一點，就

是“好色”。好色似乎是男人的本性，就連兩千多年前的聖

人孔子都感歎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周遊列

國，閱人無數，但他卻說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愛好美德像愛

好美色一樣的人。在《論語》裡，他說過很多句話，但很少

重複說同一句話。而這句話他卻一連說了兩遍，可見這個問

題確實是一個普遍現象（分別見《論語．子罕篇》和《論語．

衛靈公篇》）。

女人對男人好色的擔心，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擔心：這個男人口口聲聲說喜歡我、愛我，是不

01

健康美貌等式：誰說男人只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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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健康美貌等式：誰說男人只看臉

是只是看中我的容貌？如果只是我的容貌吸引了他，那麼碰到

顏值比我高的美女，他是不是就會動心，移情別戀？或者，有

一天，我人老珠黃了，他是不是就會扔下我，去找更年輕漂亮

的女人了？如果男人真是這樣，我該怎麼辦呢？

第二種擔心：現在高顏值的女性越來越多，但總有一部

分女性顏值不高，她們中就有人會擔心自己不能引起優秀男性

的關注。那麼，顏值不高該怎麼辦呢？

首先得告訴女士們一個壞消息。確實如孔夫子所說，男

人就是好色，不要對他抱太大的幻想。不過，如果學會了進

化心理學，真正了解了男性心理，清楚男人為甚麼好色，也

許對你來說，男人好色就不再是問題了。

從進化的角度看，與其他所有物種一樣，進化也給人

類安裝了一個操作系統，其中最基本的一條代碼，叫作：要

確保基因的傳承。那麼，怎樣做才能把基因傳承下去呢？首

先，得讓自己活着，確保自身的生存。然後，就是通過兩性

交配，生兒育女，讓孩子成為新一代的基因載體。

在原初時代，人類剛剛脫離了動物層面，“愛情”這種

神聖的情感還沒有進化出來，男人找女人，就是為了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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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人類的男性老祖宗好色，最初的目的並不是為了

滿足自己的淫邪慾望，而是為了更好地繁衍後代，把基因傳

下去。這是因為：一個女人的“色”，也就是容貌，在人類

剛剛進化出來的時候直接等同於生育能力。研究表明，越是

好色的男人，越有可能擁有健康狀況良好的後代，他的基因

得以遺傳下去的概率就越大。

我們知道，一個女人能否生育，和她的健康狀況直接

相關。但是，在遠古時代，沒有醫院、診所，更沒有現代各

種先進的檢查儀器，一個男人想要找一個健康的女人結婚，

難度可不小。他該怎麼辦呢？只能撞大運，隨機選擇，聽由

命運的安排，也就是達爾文說的自然選擇。自然選擇就像是

一個冷酷無情的質量檢查員，凡是不合格的殘缺品，淘汰毀

滅。這樣一來，那些不幸選擇了健康程度不足以生兒育女的

配偶的男人就絕後了。而基因得以傳承的幸運兒其實只是無

意中選對了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做對了甚麼。但是，

自然選擇讓他們成了幸存者，他們的基因就通過後代傳下

來。經過千百萬年一輪一輪的自然選擇，現在地球上活着的

人，都是那些當初選對了配偶的老祖宗的後代。那麼，那些

幸運的老祖宗到底選對了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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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健康美貌等式：誰說男人只看臉

健康美貌等式

現代的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心理學家做了大量研究，

終於發現了其中的奧秘—“健康美貌等式”。對於女人來

說，健康和美貌之間完全可以劃等號。健康等於美貌，美貌

等於健康。

女性的美貌標準其實在全世界是基本一致的。比如，從

顏值來看，臉部左右對稱，嘴唇豐滿，下頜較短不突出的女

性就是美的。這些美麗指標的背後就是健康的生理指標，表

明女性體內的雌性激素高於平均水平。

我們讚美一個女性體形好，常常會說魔鬼身材。魔鬼身

材其實是可以用數據來說話的。女性三圍中的腰圍和臀圍的

比值，在進化心理學中被稱為腰臀比。腰臀比在 0.7 左右的

黃金分割比的女性身材，就是男人們最熱衷的魔鬼身材。有

人特意做過統計，美國《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個個是精

挑細選的大美女，她們的腰臀比就在 0.7左右。

這個美麗的指標，同時也是健康的指標。生理學研究表

明，腰臀比大於或小於 0.7 的女性，她的生育能力會下降。

有研究表明，如果腰臀比每增加 10%，受孕的可能性就下降

30%。還有一個研究表明，腰臀比在 0.7 左右的女性，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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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脂肪分佈比較合理，不太會得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

中風、膽囊炎這些疾病，健康狀況良好。所以，在遠古時

期，一個美貌的女性基本可以等同於一個健康的，有着較強

生育能力的女性。

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那些無意中選對了伴侶的男性的

後代就一代一代繁衍下來了，這個選擇標準也就在基因篩選

中被保留了下來，成為了一條原代碼。如果男人對某個女人

的美貌動心，那是他本能地看中了她的良好基因。當然，這

個男人能夠好色，也間接驗證了他的基因是很優秀的。如果

他不好色，他的老祖宗不好色，他都沒辦法活下來和他心儀

的女人見面。所以，男人的好色都是進化惹的禍。

對于女性的第二種擔心，有人說，這很簡單，只要去一

趟韓國，花點錢，動幾刀就解決了。我確實親眼見過一個做

過美容手術的女孩，一下子從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追求者

眾多。不過，後來生了孩子，就全暴露了，因為孩子醜醜的

樣子和媽媽小時候一模一樣。

其實，要讓男人對自己動心，也用不着動刀動槍的。男

人喜歡女人，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一見鍾情，這絕大多

數是好色基因所起的作用，屬於感官刺激，激情驅動。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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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是日久生情。心理學家們做過研究，人類喜歡和自己有

相似之處的人在一起，這個相似之處包括很多，愛好、特長

等都可以成為情感紐帶。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和信念上的相

似，可以讓兩個人擁有並享受一段長期關係。所謂的日久生

情，往往是在思想上有了共鳴，這就能跨越顏值的限制。所

以，顏值不那麼高的女性不用擔心，只要想辦法秀出你獨特

的內在特質，就一定能找到稱心如意的 Mr. Right。



男性篇    徹底讀懂男人

8

02 胸圍效應

年輕就是誘惑

“波霸”為何受異性青睞？

在知名網站“知乎”上有這樣一個專題討論：男人為甚

麼喜歡胸大的女人？答案林林總總，不盡相同。這個問題揭

示出男性的一種特殊癖好，它令女人們非常反感，卻又在不

知不覺中迎合這種癖好，以至於讓全世界的 GDP 都提高了

幾個百分點。

男人們這種特殊的癖好是甚麼呢？那就是他們更青睞上

圍豐滿的異性。

實際上，這個癖好和前面講過的男人為甚麼花心一樣，

並不像表面聽上去那樣齷齪。我們已經知道了，人類的老祖

宗們千方百計地想要把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這就要求他們

必須找到生育能力良好的女性才行。

那麼，甚麼樣的女性生育能力良好呢？

首先，當然是身體健康的女人。但是，僅僅健康是不夠

02

胸圍效應：年輕就是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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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女性進入絕經期後，儘管還很健康，卻已經沒有生

育能力了。所以，生育能力還得滿足一個條件：年輕。也許

有人會說，一個女人是不是年輕，你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嗎？

這和女人胸大還是胸小有關係嗎？

要知道，在原始社會，每個人都披頭散髮，渾身毛茸茸

的，光看外表，是很難判斷實際年齡。那怎麼辦呢？這就和

胸大胸小有密切關係了。

隨着年齡的增長，女性的胸部往往會下垂。胸大的，下

垂程度就更明顯，更容易看出來。所以，胸的大小和堅挺程

度，其實是男性老祖宗判斷女性是否年輕的一個重要標準。

那些無意中掌握了這一個標準的男性老祖宗，基因就通過一

代一代的後代傳到了現在。這些後代們，幾乎個個都喜歡胸

大的女人，只是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癖好

了。所以，男人之所以喜歡胸大的女人，是因為基因告訴他

要選擇年輕的伴侶，才更能生兒育女，繁衍後代。

當然，男性老祖宗判斷女性老祖宗是否年輕，還有其他

的一些輔助標準，比如皮膚是否光潔，頭髮是否有光澤，等

等。但是，胸部的大小是其中最重要的標準。

說到頭髮，西方的白種人和我們東方的黃種人有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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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白種人頭髮的顏色大多不是黑色的，這就導致了西方

男人的特殊癖好和東方男人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國家，男人

們除了喜歡胸大的女人，還特別喜歡金髮的女人。歸根到

底，還是基因惹的禍，男人們想要找到生育能力良好的年輕

伴侶。

那麼，金髮和年齡之間又有甚麼關係呢？為甚麼金髮會

成為年輕的象徵呢？

金髮不像黑髮，可以一輩子不變色。金髮的色澤會隨着

年齡的增長發生變化。一般來說，15 歲左右的女孩子的金髮

顏色淺淺的，特別純正，然後就會慢慢變深，到了 35 歲左

右大多變成了棕色。所以，根據頭髮的顏色就可以大致判斷

年齡了。

早在幾千年前的古羅馬，就已經有把頭髮染成金色的習

俗了，這個習俗其實是一個歷史之謎。古羅馬人的頭髮是黑

色的。在羅馬帝國的北方，是被他們稱作蠻族的日耳曼人和

凱爾特人，這兩類人種中金髮的比例很高。歷史學家一直搞

不懂，日耳曼人和凱爾特人在羅馬人的心目中是野蠻的、低

劣的民族，為甚麼羅馬的貴婦人還要把自己的黑頭髮染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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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一樣的金色呢？

甚至還有的貴婦人把俘獲的日耳曼女僕的頭髮剪下來，

做成自己的假髮套。

歷史學家解不開的謎，進化心理學家輕鬆地就解開了。

原因就是，金髮是年輕的標誌。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因素，根據現在的基因檢測，羅馬人和凱爾特人的基因

是源自同一祖先的，大家的基因裡都有一條“金髮等於年

輕”的底層代碼。

總之，無論是喜歡胸大，還是喜歡金髮，男人們實質上

就是喜歡年輕，他們無法抵擋年輕的誘惑。這是女人必須了

解的男性擇偶心理的第二個重大秘密。

“老牛吃嫩草”定律

心理學家曾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做過調查，大多數男人都

比自己的妻子大兩三歲，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而且還

發現了一個特別的規律：

二十幾歲結婚的男人，一般娶比自己小 1 〜 2 歲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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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女性擇偶第一法則

結婚為甚麼一定要買房

女性為甚麼熱衷買房？

網路上曾經流傳這樣一句話：“你和岳母大人之間的距

離只差一套房子，沒有房子你就只能喊阿姨。”誇張之餘，

也讓人感慨人心不古，房子居然成為檢驗男性能力的體現，

難道愛情、婚姻都必須與房子扯上關係嗎？

買不了房的“單身狗”們，肯定會覺得委屈，為甚麼女

人會那麼看重一套房？也有的男人會說，我女朋友挺好的，

不逼我買房，都是她媽媽在背後苦苦相逼。別忘了，岳母也

是女人，中國人的人格邊界不明顯，岳母實際上是在替女兒

做主。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女人看重房子。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不妨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

看看，房子在女人心目中到底代表甚麼？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為房子操心的不僅是人類，就連鳥

類也是一樣。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巢穴，連雄鳥也找不到伴侶。

01

女性擇偶第一法則：結婚為甚麼一定要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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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一種織巢鳥，為了終身大事，生生地把自己變成

了鳥類中的建築師。織巢鳥會收集乾草和其他材料來編織自己

的巢穴。這就等同於人類蓋房子了。蓋房子的都是雄鳥，雄鳥

為甚麼要蓋房子呢？當然是為了求偶。沒有一個好的巢穴，雌

鳥是絕對不肯下嫁的。

雄鳥建造好巢穴後，就開始密切關注雌鳥的行蹤，只要

看到有一隻雌性的織巢鳥飛過來，它馬上就開始表演。先用爪

子勾住巢穴旁邊的樹枝，來一個倒掛金鐘，然後騰出兩隻翅膀

使勁撲騰，用這個誇張的行為秀，給自己的房子做一個活廣

告，吸引雌鳥的注意力。

雌鳥過來之後，馬上開始檢查房子的質量。它會用喙和

爪子來檢驗房子是不是結實、牢靠。在雌鳥檢查房子質量的時

候，雄鳥非常緊張，它密切關注着雌鳥的臉色神情，同時在一

旁唱歌助興。這麼做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分散房屋檢查員的注

意力，另一個則是展示才藝。意思是我除了蓋房子還有別的技

能，沒事可以給你解解悶。但是，即便雄鳥歌唱得再好，如果

房子質量不過關，照樣沒戲。

大約 10 分鐘後，雌鳥的檢查工作告一段落，當場宣佈檢

查結果，如果它認為房子不錯，直接留下來入洞房，雄鳥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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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也就成功了。如果認為房子質量不合格，雌鳥絕不多停留一

秒鐘，立刻展翅高飛去檢查其他雄鳥的巢穴，留下這隻雄鳥獨

自神傷。如果接連幾次，雄鳥的愛情鳥都飛走了，它就只能把

巢穴拆了，推倒重建。因為不把房子建好，永遠只能當單身鳥。

從進化的角度看，雌性對雄性擁有的資源的偏好，也許

是動物界雌性擇偶最古老、最普遍的偏好了。也就是說，雌

性，無論是人是鳥，還是其動物，都傾向於選擇擁有更多資

源、經濟實力更好的雄性作為長期伴侶、終身伴侶。這就是

女性長期擇偶的第一法則。

那麼，這種偏好又是怎麼進化來的呢？

我們知道，在遠古時期人類的初始階段，生存環境極

為惡劣，活下去，並通過生育後代把基因傳承下去，是最為

重要的事情。所以，對於女性來說，結婚絕不是玩過家家，

選錯了配偶，極有可能把自己推向絕路。因為，女性要承擔

生兒育女繁衍後代的重任。而且，在生育、養育孩子的過程

中，女性比男性要付出多得多。

從男女兩性各自擁有的生育資源來看，男性擁有數量無

限的精子，每個小時就能產出一千兩百萬個，而女性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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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產出的卵子數量只有 400 個左右。卵子相對於精子要寶

貴得多，如果說卵子是奢侈品，精子就是快速消費品。女性

這麼寶貴的卵子，當然不能隨隨便便交給任何一顆精子，必

須精挑細選。

從兩性對於生育下一代的付出來看，兩者也很不對等。

生一個孩子，男性最少只要付出幾分鐘就可以了，而女性不

但要承受十月懷胎，孩子出生後還要哺乳。如果女性盲目擇

偶，隨便找一個沒有任何經濟實力的男性結婚，在遠古時期

的惡劣條件下，完全等於是自己找死。

正因為每個男性的經濟實力是不一樣的，所以，為了確

保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女性在千百萬年的進化中形成了選擇

經濟條件優越的男性當配偶的偏好，這實際上是女性的安全

感需求。俗話說：“嫁漢嫁漢，穿衣吃飯。”話聽上去很土

氣，但實際上說的就是進化論的道理。

那麼，這和房子有甚麼關係呢？

房子首先是一個安全的處所。擁有自己的房子，可以抵

禦自然界的暴風驟雨，也可以抵禦外人的攻擊。而且，無論

在甚麼時期，房子都不是個便宜東西。因為昂貴，房子也就

成了檢驗經濟實力最好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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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思維與經濟實力

當然，房子並不是判斷經濟實力的唯一標準。雌性動物

也會從其他方面來判斷雄性動物的經濟實力。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鳥的故事。

伯勞鳥是一種猛禽，喙部和爪子都帶有鋒利的鈎子，性

情兇猛，捕食蜥蜴、蛙類以及各種昆蟲。以色列的內蓋夫沙漠

裡有一種伯勞鳥，在每年的繁殖季節開始之前，雄性伯勞鳥拚

命地收集各種有用的東西，比如羽毛、布片以及蝸牛、青蛙、

老鼠、壁虎等動物的屍體，然後把這些東西大張旗鼓地掛在自

己領地內的樹枝上。

雄性伯勞鳥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原來，雄性伯勞鳥這是在赤裸裸地炫富，這些被掛在樹

枝上的東西都是伯勞鳥群體公認的重要資產，雌鳥就是根據雄

鳥掛出來的資產數量來決定是否把自己嫁給雄鳥的。

為了進一步驗證結論，生物學家搞了一個小惡作劇，把

一隻雄伯勞鳥的全部財產偷偷地轉移給了另外一隻雄伯勞鳥。

結果悲劇發生了，那隻原本很富有的伯勞鳥，在傾家蕩產之

後，再也找不到女朋友了。雌鳥們絕情地拒絕這隻沒有任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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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雄鳥。而另外那隻一夜暴富的雄鳥，頓時成了婚姻市場上

的搶手貨。

你看，雌鳥多麼勢利眼！但這就是進化給雌性動物編

製的生存程序，不這樣做的雌性動物，生存概率就大大降低

了。事實上，在事關生存的底層思維模式上，人類也並沒有

比鳥類高明多少。

女性要求男性擁有房子再結婚，並不是拜金主義，也不

是唯利是圖，這只是一種能夠確保自己和未來子女的安全性

的本能偏好，是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的結果。

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對女性的這種擇偶偏好表示尊重和

理解。當然，真相總會傷害一部分不願意看到真相的人。那

些因為了解了真相而痛苦萬分的單身漢們其實也用不着傷心

絕望，我們人類畢竟比鳥類聰明多了，就算你買不起房，也

還是有其他辦法來贏得女神的青味的。

女神的心思雖然很難猜，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規律的。在

本書接下來的內容裡，我們繼續用進化心理學來揭開女性擇

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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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身高錯覺

女人真的渴望最萌身高差嗎

小鳥依人與高大威猛

個子不高的男生最害怕甚麼？女生的高跟鞋啊！

穿着高跟鞋的女生，身高一下子暴漲 10 厘米，不是讓

個子矮的男生更加自卑了嗎？之前網路上流行一個詞叫“最

萌身高差”：女生的下巴剛夠到男生的肩膀，或者男生低頭

剛好吻到女生的額頭⋯⋯“最萌身高差”反映出絕大部分女

人對於將要成為自己伴侶的男人的身高是有一定要求的。

女人有要求，男人自然隨風而動。

於是，我們看到：娛樂圈裡一些身高沒優勢的男明星，

在個人資料裡把自己的身高寫高幾厘米，甚至十幾厘米，已

然是公開的秘密；相親時，身高一米六八、一米六九的男

生，通常會四捨五入，說自己是一米七；男性雖然沒有高跟

鞋，但商店裡男士增高鞋、增高鞋墊等層出不窮。說到底，

男生實在擔心在別人面前矮了一頭。

02

身高錯覺：女人真的渴望最萌身高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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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高跟鞋，雖然它們現在是女性的專利，但最早卻是

為了男人的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並不是女人的專屬品。

300 多年前，法國有一位叫作路易十四的國王，他統治法

國長達 72 年，被稱為“太陽王”。傳說這位至高無上的君主

對自己只有一米五四的身高十分不滿意，覺得自己的身高和地

位並不匹配，於是他命做鞋工匠給他做鞋的時候在腳跟處墊上

厚跟，以便讓自己顯得高大威猛一些。這便形成了第一個現代

意義上的高跟鞋。當時照相技術還沒有發明出來，但我們可以

從一幅流傳至今的油畫上看到這位太陽王穿着紅色鞋跟高跟鞋

的英姿。

那麼，男人為甚麼如此在意自己的身高呢？

這是因為，進化悄悄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埋下了這樣一

條基因密碼：高大等於威猛強壯。從動物的層面來說，雌性

動物總是傾向於尋找威武雄壯的雄性來當自己的長期配偶，

只有這樣，自己的安全才有保障。

有一種叫作鬥蛙的青蛙，雄性鬥蛙負責建築巢穴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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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卵。當雄鬥蛙求愛時，雌鬥蛙會故意使勁地用身子去撞擊雄

鬥蛙，如果雄鬥蛙被撞開，甚至被嚇跑，那麼，這隻雄鬥蛙就

再也不會出現在雌蛙的候選名單上了。這就是雌蛙的相親測

試。雌蛙要通過碰撞試驗，來找到那些撞不開的強壯雄蛙。

對於人類來說，高大的人一般比較強壯，而矮小的人，

很難打得過高大的人。所以，女人們傾向於選擇身材高大的

男人當老公，以擁有安全感。美國一個相關調查表明，很多

女性認為把身材高大、體魄強壯的運動員類型的男性作為長

期伴侶是很好的選擇。而且，她們對於男性身高的要求是平

均一米八以上。

可見，男人在意自己的身高，本質上是因為女人在意男

人的身高。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女人的這種在意是完全正確

的。高大的男人，不僅在生理上更強壯，更能保護女人，在

經濟實力上也是如此。一項心理學研究表明，身高與收入之

間存在着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在男人長達 30 多年的職業生

涯中，一個身高一米八三的人要比一米六五的人多掙 166000

美元。這可不是一筆小收入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

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往往認為個子高的人能力更強，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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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好的工資待遇。

正因為女人打心底裡喜歡個子高的男人，個子不高的男

人才會那麼在乎自己的身高，就太陽王路易十四也不例外。

除路易十四以外，法國還有一些矮個子的名人，比如一代戰

神拿破崙，傳說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多（後世證實其實在一

米七左右），據說拿破崙曾經有一次對個子比他高的人說：

“如果你因為個子高而對我無理的話，我馬上就用劍來消除

這個差距！”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只有一米六五，據說他和

別人合影的時候，總是踮起腳尖，以便讓自己顯得不那麼矮

小。有一次外出視察，他竟然公然站在了木箱子上拍照。

解密長短腳之戀

根據進化的規律，個子矮的男人只能選擇比自己矮的女

人，因為個子比他們高的女人不太會選擇他們。但現實卻讓

我們大跌眼鏡，薩科齊找了一個比他高 10 厘米、當過模特

的“第一夫人”。香港明星王祖藍的太太也比他高不少，一

度被稱為娛樂圈的“長短腳之戀”。

既然女人更願意選擇個子高的男人，為甚麼這幾位卻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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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選擇個子比自己矮的男人呢？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再來

看一個有趣的心理學實驗。

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位老師到澳大利亞的一所大學裡訪

問。接待者藉這個機會，做了一個心理學小測試。在第一個班

級裡，這位英國老師被介紹為學生。到了第二個班級，他被

介紹為實驗員。在第三個班級裡，他的頭銜變成了講師。然後

在下一個班級，又變成了高級講師。在最後一個班，他成了

教授。

當這位老師離開之後，接待者們要這些不同班級的學生

來估計他的身高，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隨着這位老師在介紹中

頭銜的不斷提升，他的身高也在不斷提升。平均下看，他的頭

銜每提高一個台階，他的身高就增加半英吋。所以，他做“教

授”的時候比他做“學生”的時候，身高竟然高出了 2.5 英

吋，相當於 6 厘米多，這已經是一個很顯著的差異了。

為甚麼明明是同一個人，不同班級的學生們對他身高的

估計會差那麼多呢？這個實驗顯然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男

人的社會地位有助於彌補他的身高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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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最好的增高術，其實不是鞋墊，不是鞋跟，而是名

望、成就、財富或者某種能夠令他在社會中脫穎而出的特殊

技能等。當男人具備了這些身外之物時，等於是在腳底下墊

上了一塊塊厚厚的磚頭。這也正是薩科齊、王祖藍們能夠贏

得比他們個子高的女性青睞的原因。

女性認可高大等於威猛強壯，無非是要一種安全感。在

原初社會，純粹是拚體力的，所以，身材上的高大就必不可

少。儘管這一進化密碼代代相傳到了現在，絕大部分女性還

是受這一規則影響，但現代社會畢竟不一樣了，光靠人高馬

大，並不能確保佔據社會階層中的有利地位。男人們已經不

僅僅拚體力了，更多的是拚能力、拚智慧、拚品格，以及最

終呈現在外的綜合實力。

所以說，那些為自己的身高煩惱的男人們，如果你們

明白了女人確實在意男人的身高，但其實又不是真正在意身

高的道理後，是不是能夠放鬆一些了？男兒當自強，與其自

卑，不如努力。畢竟，已經有不少成功案例擺在你面前了。

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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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篇    解決溝通問題

01 愛情長跑危機

兩敗俱傷的不公平競賽

跑丟了的愛情

在現代兩性關係的語境中，愛情長跑已經是一個特別常

見的詞彙。在各種媒體上，經常能夠看到某某明星與女友或

男友結束愛情長跑，終成眷屬的報道。愛情長跑彷彿變成了

考驗真愛的煉金石，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能夠修成正果的

愛情長跑，其實只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的愛情根本經受不

住長跑，因為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愛情只有短跑，沒

有長跑；只有衝刺快跑，沒有安步當車。

人們常說，愛情一般分為一見鍾情和日久生情兩類。一

見鍾情往往是相互間的荷爾蒙對上暗號了。而日久生情，生

出來的並不純粹是愛情，而是有相當分量的親情存在。如果

兩個人以一見鍾情開始，卻一直沒有結婚，只是以愛情長跑

的名義在一起，那麼，最終兩個人之間的感情更多的就變成

了親情。也就是說，在長跑的過程中，愛情早就跑丟了，很

01

愛情長跑危機：兩敗俱傷的不公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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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侶也就因此一拍兩散。這些導致散夥的長跑，大家慢慢

就不記得了。而那些還沒有分手的長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

間久了，相互習慣了，形成了依賴，也就很難分開了。但日

久生情並不意味着長治久安，當新的有魅力的異性出現，再

次引發其中一方的一見鍾情後，哪怕跑得再久，也不能完全

阻止男人出軌。近期引爆香港娛樂圈的知名男歌手背着相識

長達 30 年的明星妻子，“偷食”電視小花的出軌事件，也引

發大眾對“為何愛情長跑 30年不敵相識 2年”的廣泛討論。

而這樣的事件，在俊男美女雲集的娛樂圈並不鮮見：

畢彼特和珍妮花雅麗絲頓（Jennifer Aniston）曾經是荷

里活一對令人羨慕的明星夫婦。他們於 1998 年墜入愛河，

2000 年結婚，並以 1350 萬美元巨資，在比弗利山莊買了一棟

豪宅。豪宅佔地面積為 12000 平方英尺，整個裝修工程耗費

了兩年時間，據說還在裡面新建了一所幼兒園。這一切跡象表

明，畢彼特和珍妮花雅麗絲頓是計劃要天長地久的。但是 7 年

之後，詛咒般的“七年之癢”降臨，畢彼特和另一位女明星安

祖蓮娜祖莉在拍攝電影時一見鍾情。2005 年，畢彼特和珍妮

花雅麗絲頓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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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畢彼特和安祖蓮娜祖莉舉行婚禮，2016 年 9 月，

再次以離婚收場。最近爆出的八卦新聞說，畢彼特表示自己人

生最大的錯誤就是離開了前妻珍妮花雅麗絲頓。

畢彼特和珍妮花雅麗絲頓是金童玉女的“標配”，他們

的婚姻都經不住新的一見鍾情的誘惑。沒有任何名義的愛情

長跑，怎麼可能不出意外？

前文說過，在擇偶中，男人傾向於選擇年輕漂亮的伴

侶，而女人傾向於選擇實力雄厚的伴侶。我們可以設想一

下，當一男一女開始愛情長跑的時候，男人往往是他這一生

中經濟實力最弱的時候，而女人卻是她一生中顏值最高，身

體狀態最好的時候。隨着愛情長跑的持續，男人慢慢跑出了

資產，跑出了地位，跑出了能力，跑出了自信，而女人卻慢

慢跑丟了青春，跑丟了容顏，跑丟了機會，跑丟了淡定。

這顯然是一場很不公平的比賽。在擇偶上，男人是時間

的朋友，就像釀酒，越久越香。女性卻是時間的敵人，就像

枯草，越來越枯萎。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最後還能有

甚麼好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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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長跑陷阱

從兩性生理的差別來看，愛情長跑對女性尤其不公平。

男性擁有生育繁殖能力的時間跨度特別長，即便年逾古

稀，也可能繁衍後代。比如，著名的孔子，母親懷他的時候

只有 18 歲，而他的父親已經 70 歲了。就生育而言，男人的

生理優勢麼巨大。但是女人一般在 45 ∼ 55 歲進入絕經期，

就不太可能再生育了。

在愛情長跑中，往往不會考慮生孩子。而這一點，又是

對女人的致命傷害。

在鳥類中，斑尾林鴿是一種實行一夫一妻制的鳥兒。

但是它們的離婚率也不低，一般在 25% 左右。是甚麼導致

了這些鳥兒離婚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繁殖季節沒能夠生兒

育女。

人類離婚的情形和斑尾林鴿有很多相似之處。不能或沒

有生育子女，更有可能導致夫妻離婚。聯合國對 45個國家的

100萬人進行調查後發現，39%的離婚發生在沒有孩子的夫妻

之間。而當一對夫妻有了一個孩子，離婚率就下降到了 26%；

有了兩個孩子，離婚率就下降到了 19%。如果一對夫妻生了 4

個以上的孩子，離婚率就低於 3%，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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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一些村莊裡，很多情侶在舉辦了婚禮之後，

要隔很長的時間，直到第一個孩子出生，才會去政府部門登

記。這實際上是以有沒有孩子來確認婚姻是否成立。

所以，普遍地說，孩子是增強婚姻關係的紐帶，能夠極

大地降低離婚的可能性。

但是，在愛情長跑中，女人的年齡越來越大，日漸錯

過了生育孩子的最佳時間。其實女人也知道這是對自己不利

的。但是，每個人都普遍存在認知上的投入陷阱，你會為一

件已經投入了很多時間、精力和資源的事情投入更多，而不

是當機立斷地快速止損。女人們往往會想，我已經在這個男

人身上投入了這麼多年華了，如果現在放棄，是不是太可惜

了。就是這一念之差，讓女人一直被動下去，無法擺脫陪跑

的身份。

也許有人會說，兩個人如果不磨合一下，怎麼就能知道

彼此是最合適的靈魂伴侶呢？萬一性格不合怎麼辦呢？結了

婚不是也有離婚的嗎？

其實，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性格合的，就像從來不會有

兩片一模一樣的葉子。兩個情投意合的人，要想長相廝守，

唯一的辦法就是相互寬容和妥協，在相處中學習如何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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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非得磨合到彼此完全契合才能結婚。但凡正常的人，

都會在長期的相處中磕磕絆絆，然後相互尋找和諧。

如果男人以此為由，要將愛情長跑進行到底，作為女

人，還不如快刀斬亂麻，早點分手為好，哪怕他各方面的條

件再好，也不要心存幻想。和一個長跑了好多年卻總是缺乏

擔當來給出愛情承諾的男人在一起，最終是悲劇的可能性非

常大，因為他很可能是一個沒有責任心的男人。而進化一直

在告誡女人，責任心是選擇伴侶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所以，女人應該把 3 年作為一個邊界。無論如何，親密

相處 3 年，如果沒有特殊情況，足以看清楚一個人了。女人

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被情所困，瞻前顧後，以至於付盡

深情卻顆粒無收。

愛情長跑其實對男女雙方都沒有甚麼好處，在愛情長跑

中以分手為結局的情侶中，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女人。女人

可能傷痛於一時，但男人在尋尋覓覓之後，往往會覺得還是

原來的女朋友最適合自己。這也許是很多男人的通病。擁有

的時候，不那麼珍惜，等到失去了，卻已經無法回頭了。這

樣看來，越是不敢及時用承諾來固定這段感情的人，距離真

正的幸福就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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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熱帶大草原假說

旅行是檢驗真愛的標準嗎

為甚麼一起去旅行後特別容易分手？

對於生活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都市人來說，旅行是親近

大自然的好機會。但是，當一對情侶或一對將要踏入親密關

係的交往對象相約去旅行時，卻很容易產生很多意料不到的

矛盾與爭議。這正好說明了男女兩性存在着在進化中形成的

共性與差異。

在進化心理學中，關於人類對於居所的偏好，有一個熱

帶大草原假說。學術界普遍認為，現代人類的始祖是生活在

非洲大草原上的智人。雖然現在非洲已經成了大沙漠，但在

數百萬年前，那裡水草肥美，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可以為

人類祖先採集、打獵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資源。因此，這種對

於類似於非洲大草原的環境的偏好就留在了人類基因之中，

代代相傳。

心理學家做了一項研究，讓分別來自澳大利亞、阿根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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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的參與者評價一組在非洲肯尼亞拍攝的照片。這些照

片的每一張上都只有一棵樹，但是樹冠的形狀、樹蔭的稠密

程度、樹幹的高度和樹枝的形狀都不一樣。結果，這些來自

不同地區，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樣的參與者們，不約而同地對

同一張照片給出了最高的評價。這張照片上的樹，樹蔭稠密

程度適中，樹幹分為兩個分支並且比較接近地面，這是典型

的大草原上的樹木。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既可以得到環境

的庇護，又可以及時發現環境中的參與者打了差評。

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儘管人類走出非洲已經千百萬年，

但經過基因的傳承，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於大草原的環境依然

有着同樣的偏愛。

根據熱帶大草原假說，人們在選擇自己的居所時，一

開始完全是本能的反應。毫無遮掩的開放式環境是不會考慮

的，完全封閉的大森林因為妨礙了人們的活動和視野，也會

被放棄。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自然環境總是比人造環境

更受歡迎。如果人造環境中包含樹木和其他植物時，人們對

環境的好感也會增加。事實上，這是人類基因的懷舊行為。

由此，我們也明白了為甚麼絕大多數人喜歡旅行，因為旅行

給了人們一個回歸自然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