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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至今
结婚：320 对
离婚：208 对

呈贡区

官渡区

五华区

3 月 2 日-24 日
结婚：218 对
离婚：201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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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至今
结婚：189 对
离婚：93 对

夫妻互怼中 多少婚姻散了场
前段时间，
“西安离婚预约爆满”的新闻引起各方关注。昆明“婚姻登记”窗口情况如何呢？记者从五华区、官渡区、呈贡区了解到，自各区陆续
恢复现场服务以来，结婚和离婚的对数差不多，但与往年同期相比，部分地方离婚的人数有所增长。有业内专家表示，离婚现象同样不容忽视。

五华区
离婚登记对数

有上扬趋势

官渡区
离婚现象
较往年同期

突出

呈贡区
婚姻登记人数
较去年同期

下降

24 日，五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
记窗口，几对新人在咨询结婚登记事宜，
靠走道尽头的离婚办公室里，一对夫妻平
静地办理离婚证。
“开门头几天离婚人数增长但还不明
显，一个礼拜以后开始明显增长，有时甚
至超过了当天的结婚对数。”婚姻登记窗
口一位负责人介绍，从这几年的数据来
看，五华区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有所下
降，离婚登记的对数有上扬趋势。去年，
全区平均每天办理结婚十六七对，离婚
十一二对。自 3 月 2 日，五华区政务服务
中心开始恢复现场服务，虽然离婚人数
有增长，但并未出现报复性增长态势，相
较于过去比较平稳，只是个别天数离婚

超过了结婚数。截至 24 日，五华区已办
理结婚登记 218 对、离婚 201 对，结婚离
婚旗鼓相当。
结婚的理由可能千篇一律，但离婚的
原因就五花八门了。这位负责人表示，根
究离婚原因，家庭过度干预是比较突出的
问题。90 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谁都不
愿意受委屈，父母更见不得孩子受苦，过
多插手小夫妻的家庭生活后，一件小事不
断升级，小矛盾随之激化，最终选择了离
婚。此外，家庭经济不稳定、子女教育有
分歧等也是离婚常见的理由。尤其是夫
妻双方工作、收入都不稳定，女方情绪一
上来直接怼男方“钱都挣不着”，很可能会
激起一场家庭大战，从而以离婚收场。

“2 月 3 日开始接受市民婚姻登记办
理的预约，2 月 20 日开始办理。”官渡区政
务服务中心民政窗口婚姻登记处相关工
作人员说。截至 25 日下午 3 点，已经有
608 对市民进行了婚姻登记，其中结婚
320 对、离婚 208 对。
自正式办理婚姻登记以来，结婚登记
比平时少一些，但是离婚现象较往年同期
比较突出。
“有一对比较冲动的夫妻，我们
还没有正式上班的时候，天天打电话来咨
询办理离婚的时间，等到通知他们可以办
时，又不离了。”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说，
这次的疫情也“挽救”了不少家庭，但也有
婚姻走到头的夫妻。

“一对小夫妻，因为工作原因常年分
居，
夫妻双方又缺乏沟通，
最终导致婚姻出
现问题。疫情期间多次打电话咨询什么时
候可以办理离婚手续，
但因疫情影响，
迟迟
没有办理。直到前段时间我们正式复工，
根据他们的预约进行电话回访后，他们才
来办理的。”该工作人员说，通知他们可以
办理时，男方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前往工作
地的机票，
“即使是这样，男方也毅然决然
地退了机票，
回来办理了离婚。
”
据介绍，疫情期间，市民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带着相关证件前
往窗口办理相关业务，同时配合好政务服
务大厅的疫情防控工作。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
于今年 2 月 10 日正式开始办理婚姻登记，
截至 3 月 25 日下午 3 点，有 189 对新人办
理了结婚登记、93 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
记。较 2019 年同期，呈贡区婚姻登记人
数有所下降，
“可能和疫情有关系，一部分
人会选择再过一段时间才办理。”呈贡区
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相关工作人
员说。
记者了解到，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设
立了一个婚姻家庭调解室，免费面向前来
办理婚姻登记的市民开放。据调解室的
工作人员介绍，自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复工
以来，已经为 30 余对新婚夫妇进行了心
理疏导和引导，为 5 对婚姻出现问题的家
庭进行了调解，最终全部和好如初。
“有一
对夫妻，因为常年异地，加上丈夫的工作
比较忙，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有时

感觉自己被忽视，没有得到丈夫的关心和
爱护，加上丈夫的性格比较强硬，两人的
沟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感情出现误会，
走到离婚的地步。”调解室的工作人员说，
经过调解两人最终和好。
自调解室复工以来，接受调解的 5 个
家庭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夫妻双方沟通
不畅，长时间待在一起后，出现的家庭琐
事导致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导致感情出现
问题。
“疫情期间，市民在微信平台只需搜
索云南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就可以进
行线上咨询了。
”
“市民可以进行预约登记或者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带着相关材料直接到
窗口办理。
”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
窗口工作人员说，
目前疫情防控还在继续，
前往办理的市民在做好个人防控的同时，
也要配合好政务服务中心的防控工作。

专家声音

全面宅家
夫妻关系备受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全面宅在家中，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备
受考验。
“观察下来，有不少夫妻其实没有太
大问题，主要是冲动离婚。”云南省婚姻家
庭咨询师协会秘书长、国家一级婚姻家庭
咨 询 师 、系 统 式 家 庭 治 疗 师 杨 燕 华 说 ，
“过去夫妻工作繁忙，没有那么长时间待
在一起，疫情让他们足不出户，一些问题
随之而来。比如，本来人们面对疫情就十
分焦虑，一根弦紧绷着，稍微有点问题，负
面情绪就会扩大，让自己不可控，并把焦
虑传导给对方，从而暴发家庭危机。”疫情
发生以来，杨燕华接待了不少有关婚姻的
咨询。她告诉记者，市民在担心自己是否
会感染病毒的同时，还对维系家庭关系感
到无力，情绪激动时难以与对方沟通，甚
至一点琐事就大打出手，让过去正常的婚
姻渐渐走入困境。
比如，全民宅家的一段时间，家里的
孩子老想出门，妈妈管着不让出去，情绪
还比较激动。爸爸这时大咧咧地说“没
事，出去吧”，这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再加
上话赶话，矛盾与冲突越发激化，一赌气
可能就离了。
杨燕华建议，
越是在关键时期，
夫妻之
间越是应该增加信任与包容，
如果正在气头
上无法沟通，
那就先处理情绪问题，
再处理
具体的事。静下来相互倾听对方的需求也
十分重要，
向对方表达真实的感受，
换取理
解与包容。比如，有的女性咨询时就会抱
怨，结婚 20 年了，丈夫应该知道她喜欢什
么。结果男方也很委屈，
表示妻子想要的都
满足了，
她还想要什么。双方缺乏应有的沟
通，
让他们的关系渐渐出现问题。所以说，
真诚的沟通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至关重要。
对于这类冲动离婚，
婚姻调解咨询显得
十分关键。杨燕华介绍，
协会与多个县区婚
姻登记窗口都有合作，
专门负责新婚辅导、
离婚咨询，
同时在法院、
妇联等单位也在做
相关咨询工作。就近一年来看，
目前调解的
成功率约 30%。不过，
即便没有通过调解挽
回他们的婚姻，
但在婚姻咨询过程中，
咨询
师通过个案分析让男女双方正视婚姻走到
末路的原因，
并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
这对
离婚后家庭关系的重构，
男女双方婚姻观再
造，
尤其是离婚后亲子关系的处理，
都将带
来积极的正向影响。
本报记者 宋金艳 罗宗伟 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