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经常说：要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为热爱而活。但是身为女性，到了一
定的年龄，就会面临各种焦虑。大多数人
在乎的只是你有没有完成自己的几样“人
生大事”，而不是你活得好不好、美不美。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如何在各种声
音中，不被别人的定义所捆绑，尤其对于女
性来说，这个过程特别不容易。年龄，对你
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女性独立：当你感到年龄焦虑时，不要
被别人定义

年龄是每一个女人都可能会有的恐
惧，我们的生理和面容会随着年龄的改变
发生变化，这是你无论怎么健身、整容都必
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

我们要从心理上去正确面对它，适应
它，女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一些焦虑和惶
恐是正常的。你会发现，在适当的年纪结
婚生子建立家庭，成为某人的妻子或者成
为妈妈，这是一种看起来最好的抵抗年龄
焦虑的方法。而且很多人看上去，也因此
过得不错，至少“看起来”如此。

但是，这个方法，它适用于多数人，不
等于它就一定适合你。当你差一点要向多
数人靠拢，向传统的标准靠拢，向父母或者
姐妹的说法靠拢时；当你有犹豫，有纠结，
当你内心的声音开始和别人的声音打架
时，我把这句话分享给你——“不要过他人
的生活，不要盲目认同别人定义的。”

因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就是对
的，不一定对你就是合适的。因为你的生
命是你自己的，你要首先为它负责，而不是
为别人负责。反过来，你也别躲在父母和
他人的后面，推给别人负责。因为在你的
生活中，那个每天感受着一切情绪，会期
待、会思考、会难过、会愤怒的人，是你自
己，而不是别人。

如果你在意别人的
眼光，动辄得咎；如果你
不思考别人的是不是就
适合自己，那么你也就
把过上自己想要生活的
权 利 拱 手 相 让 了 。 甚
至，你根本就不知道自
己内心究竟想过怎样的
生活。

女性力量：当你坚
持做自己时，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谈论“做
自己”，假装潇洒很简单，但做到“无论如何
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女性明明毕业
于名牌大学，有着收入不菲的工作，经济独
立，但在面对丈夫有外遇时，第一时间想的
还是怎么打小三。而不是去面对婚姻的困
局，开始冷静思考。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都是有自我
实现的本能的。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
个层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感、爱和归
属的需求，更高的层次是自尊的需求和自
我实现的需求。

你或许会有误解，觉得这个需求的层
级是不能逾越和改变的。其实不然。

对人来说，较高层次的需要才是更重
要的需要，才能给人们持久而真正的快
乐。如果说婚姻和工作满足的是你生存和
安全感的需求，感知到真正的自己，把这个
真正的自己实现了，才是更高层次、更重

要的内心需求。
但是假如你现在30岁，即便不靠父母

和男人，也能体面地生存，甚至你也能凭借
自己的力量让孩子得到良好的生活和教
育。那么男人、婚姻甚至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不再是你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感的
必需品了。那么你就自然会有满足自己更
高一层需求的渴望：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的
需要。

“如果我可以养活自己，给自己安全
感，觉得自己有价值，那么此时此刻，我就
可以走向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不需要在基
本需求上浪费时间。”这是这个时代赋予你
的幸运，你比你的父母要更幸运。

年龄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不是一个做
了什么就能根本去除的问题，女性接纳和
承受住这种焦虑，和它共存，同时按照自己
的节奏，走自己的路，你就无比成功。

日子比茶鲜，且放一日，
就旧了。汉字的“象形”之韵，
常教人暗自思忖。

正月去买茶，问价嫌贵，
说：“你这不过是去年的陈茶，
哪里值？”卖茶人哎哟一声，嫌我过得急：

“年才刚刚过呐。”春日里，百花次第开放，
一场一场花事等人去赴约，楼下的玉兰含
着苞，枝头的花骨朵像一只只鸟的喙，把
春风的问候插在树梢上，似乎尖叫着：“我
在这里，你来不来？”太阳底下无新事，百
事匆忙等不起。隔夜的茶，走掉的人，凋
谢的花，转身就冷了、残了、淡了、忘了。
人生，还是慢慢走，不要太急。

指尖摩挲着心事。我眼前流淌的白
底黑字，忽而在纸，忽而在屏，游移闪烁。
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淡泊清欢、安静从容，
写几行字，翻几页书，都是不错的选择。
去市图书馆，路遇一个清洁工，肩扛一把
竹扫帚，手捧着一只袖珍收音机，里面正
在放昆曲，女角儿嗓音圆润徐缓：“朝飞暮
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
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板眼格律一唱三叹，

配着笙箫笛弦的奏鸣，听得人心里激灵灵
的爽快。一天从身边划过，为自己找一片
闲情，寻一份寄托，正如朝阳起、日头落，
风动香、云托月，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

这日子不就是用来认真过的么？闲
伴松山月，性定菜根香。饮朝花夕拾酒，
等朝丝暮成雪；别旧时月色，慰青翠华年。

我不爱热闹，况且时下出门像花钱买
罪，不如宅着看书喝茶。杯盏上刻录元稹
的《茶》诗，由一叠加，堆成了七字宝塔：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
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
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
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于凸凹间
摩挲，光阴如指间尘沙，从容泄漏。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身在尘世繁
华却不能由己，得意抑或失意，舍弃还是
强留？有时候是没法子的事情，随缘，且

安心。你若清高自适，不
拘俗务，就由我自在，任意
独行，作“梅妻鹤子”，身着
粗布长衫深居浅出，颠倒
晨昏明暗，亦甘心独活；不

然你就放下端的架子、唱的阳春白雪，在
尘嚣劳碌里与人一分快慢轻重，一较是非
长短，一拼高低成败。

时序更迭，总会如约而来。孔子说：
“不时不食。”大自然才是至鲜的鱼羊尊。
一骑红尘妃子笑，那种受宠，其实就是时
节的供奉。即便长安万里骊山千门，即便
驿马疾驰卷风扬尘，也不耽误“尝新”。渔
歌菱唱，犹不能止；茶禅一味，涤除凡尘。
取一“趣”留一“味”，生活才耐咀嚼。“新
茶”亦是尤物，一缕鲜香立于木尖，趁机摘
下几两，能不金贵？水嫩不须多。一寸新
一寸享，原汁原味呈上。掬水月在手，弄
花香满衣，新茶未至，也会有日月轮回、草
木复新，也能见春山胜事、楼台翠微。

茶里参禅，不怕日子旧。

快奔七的我，“老”字早已不绝于耳，路上问
路的跟我打听：“老先生，请问坐地铁往哪里
走？”小学放学了，孩子们见了我，甜甜地叫唤：

“老爷爷好！”上了车，有人给我让座：“老爷叔，
您坐！”我还没觉得自己步履蹒跚，怎么就“老”
了呢？凑近镜子一瞧，满头白发早给你贴上了

“老”的标签。“老”字听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
但也有人称呼我“小”，这又是另番境遇，给

了我时光倒流的感觉。多年不见的老邻居见面
脱口而出：“小弟，近来可好？”不免让我一怔：

“已‘老头’了，咋还叫‘小弟’？”再想，人家从小
和我一起滚打，从来就是这么叫的，习惯得把岁
月都叫停格了。如果称我“老头”，不就显得生
分了吗？那是多少年积淀下的情分啊。确实，
情分不分长幼。想起早年我在电机厂工作时的
同事“小花”，年龄五十开外，机要秘书，整天穿
梭在厂内各办公部门，大家都叫他“小花”，他也
乐呵呵随应。起初我们听了有些别扭，快属我
叔叔辈的人了，起码得称他一声“老花或花师
傅”吧，可“小花”不乐意，他说：“倒不是我怕老，
而是听惯了几十年的亲切称呼，这是一种享受
啊。”他愿意久久地享受亲人般的氛围，不在乎
长幼礼节，听来倍感温馨，好像回到了从前熟乎
乎朝夕相伴的年代。家里年逾九旬的老母，每
天朝夕“小弟”不离口，如此温馨也不是谁想有
就有的。

然而，这熟悉又百听不厌的“小”字却在渐
渐少去。前不久听同事说起老领导走了，那就
是打电话去一听声音就叫我“小侯，侬好”的老
科长，在他面前我一直是个小字辈，业务上接受
过他的指导，他的问候是长辈的关切，也是荡漾
在我心中的暖流；又见微信上老邻居发来了消
息：“陈家姆妈驾鹤仙逝。”嗨！生命无常，一时
使我想起动迁前的朝朝暮暮：“小弟，粮店来好
米了，问问屋里大人要买吗？”“小弟，明朝侬休
息，过来吃饭。”她看着我长大、结婚一路走来，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回想起来，“小”字里浸润着长辈们朝朝暮
暮的情感，包含着太多的温馨往事。光阴荏苒，
如此暖意浓浓的“小”字正渐渐离我而去。晚霞
虽然艳丽，毕竟已在夕阳下。这些“小”字我必
当好好珍惜，那些都是沐浴过我成长、温暖无比
的暖阳。

父亲是个老球迷。
年轻时，父亲和我

一样，看世界杯就是图
个热闹，他喜欢贝利、
马拉多纳这些超级球
星的表演，更渴望看到球星们的精
彩进球。父亲说，那时候只是“小
球迷”，还没有真正领略到足球的
内涵与魅力。

年岁渐长，父亲看球的视角出
现转变，他不再拘泥于进球瞬间的
兴奋，而是专注于进球前的防守、
反击、阵形、战略战术、协同配合等
球场策略，他说：“踢球和做人是一
个道理，一个人优秀总是单枪匹
马，众人齐心才能移山倒海。”有了
这个视角，父亲不再熬夜看球，他
习惯看第二天的重播，尽管早已知
道了比赛结果，依然看得不亦乐
乎。

再后来，父亲看球的心态大
变，他有了自己的观点：一场球赛，
不论强队还是弱队，只要尽力了就
好，只要拼尽全力就是圆满。面对
进不了球的超级球星，面对赫
赫有名的超级强队被横空出

世的“黑马”打得抬不起头，父亲不
再哀叹伤感，不再捶胸顿足，他说：

“这都是正常现象，世界杯就是世
界，就是社会，就是人生，人生漫
漫，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悲
伤落寞时学会蓄力等待，在激情狂
欢时也能着眼长远。这不仅是球
场智慧，也是人生智慧。”父亲的确
成熟了，他成了一个“大球迷”。

如今，父亲已步入老境，依然
痴情于世界杯，依然被一粒粒精彩
的进球而狂呼，但他的目光已经放
在全球的视野上来了。父亲说：

“地球是圆的，足球也是圆的，世界
杯的真正内涵就是友爱与和平，洲
与洲、国与国之间情同一家，四海
皆兄弟，海内存知己，诸多文明相
互包容、交汇……”

“我是个老球迷了。”父亲说。

告别年龄焦虑
周小宽

老球迷
江志强

茶旧日子鲜
潘姝苗

人总期待着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像猫眼，
永远在等待捕抓猎物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中，不
知从哪儿学来一种惯性，仿佛，一定得把平静的
空气搞得沸沸扬扬才有意思。

有时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古代大宅院里住
着的一些怕闲着没事干的妯娌，由于天下太平
无事，深宅大院阴森森的空气闲得人发霉，于是
想尽了办法要生风波，东打探西挑拨，让自己感
到活着还有事做。

忙得直喘气的时候，才会想起，生命中有一
些平静的琐碎时光，像浊水上的浮萍，点点青
绿，使停滞的水泽多了点呼吸。

琐碎时光，像字字句句中的逗号。
从小我就习于一种定律：无所事事是不道

德的。使我们无法体会无所事事，或者做点琐
碎小事的美感；不做正经事总使我有罪恶感。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不想做什么
事，却无法坦坦然然面对宁静，于是扭开电视，
让声光影画无意识地占据。你不想看，也不想
关。

“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一些保持单身、独
居生活的朋友这么解释回家后随手开电视的行
为。怕没声音，又害怕太吵会牵扯自己真实情
绪的声音；老公吆喝老婆吵，孩子哭闹，对他们
而言是会杀死美好人生的高分贝噪音。怕七情
六欲的横流，却又不能制服七情六欲。

滔滔说着国家大事、人生大计、工作鸿图，
却不知道，在某个没有应酬太早回家的夜里如
何面对一室清幽；在某个太阳狠毒的周日午后，
独自一人如何规划。

这也是我曾经面临的难题。心远志大，却
为琐碎生活而愁容满面。我曾经是一个工作
狂。诊断工作狂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害
怕周末周日，是否在面对下班时，有“不知所措”
的彷徨。不只是单身一族有这般苦恼，许多成
了家的人，也染上“恐惧周末症候群”和“下班忧
郁症”。很久以来我并未察觉自己得了这种

“病”。我认真工作，从不以加班为苦；即使回到
家中，我也一样兢兢业业坐在电脑桌前，想要完
成些什么；我会用忙碌的工作来度过难以消化
的情绪打击，用“我很忙”来推却某些“鸿门宴”
式的饭局，以“没有时间啊对不起，改天吧”来推
延某些结果会使我不悦的应酬。

为什么我不敢说不？用“忙”才有扎实的理
由说不！我曾用忙碌作障蔽物遮掩各种真正的
症结。可是，这就好像一个怀疑自己得了糖尿
病的人，在走进医疗检验室的时候，还企图用自
来水冲进检验杯，希望不要验出真实的结果。

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不让别
人失望？有首歌这么唱进很多城市人的心里，
我大概可以为它多加一个问句：忙忙忙，忙是为
了遮掩痛苦的真相还是不让自己发慌？忙，明
知贪多嚼不烂。

我很忙
吴淡如

有温度的“小”
侯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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