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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者：Tina，女，30多岁，工作保
密）

我想我是个失败的女人。我都30多岁
了，还是无法独立。工作和生活都不如意。
由于学历低，能力不强，办公室的工作找
不到，只能做一些基本的工作。也结过婚,
但被婆家嫌弃，过不下去了，离了婚。唉，
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前几年我总算找到一
份工作，但工资也就一、两千块而已。看看
人家有富老公养，生活美满，而我的余生
可能是孤老了。请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吧！

这几十年，社会对婚姻和女性工作的
态度都变了，离婚司空见惯，女性也被鼓
励要独立，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却变
化不大，30多岁的女人，依然被期待为家
庭和谐、工作顺利、最好育有子女。其实这
些框架标准只是由大众制定的主观产物，
而我们却常常局限其中，达不到这个标
准，就心有不安。

看你的来信，将人生自述为“ 失败”，
也是活在这样的标准中而深受苦恼吧。可
是Tina，我并没有看到一个失败的女人，
她只是在迷途中暂时困惑而已，只是需要
一些温暖、感激和对自己的爱。

人的生活是自己构建的，你对生活
有什么样的剧本，生活就会演绎成什么
样，这种潜意识的力量在科学研究中早

已证明。你的剧本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惨
淡的女人，那么所有精彩快乐的部分就
会被你的潜意识所自动忽略，最终你果
真“ 如愿”生活惨淡了。你要写一个积极
乐观的女人的故事，那么她的波折跌宕
都只是幸福的前奏，最终你会发现，那些
曾戚戚然的过往，只不过徒以增添你人
生剧本的丰富罢了。

你羡慕别人的生活，有富有的老公依
靠。其实这世上的人，真正幸福的不多，不
是他们生活的不好，而是惯于比较，总看
着别人碗里的饭菜多，患得患失，比较就
会产生烦恼。而比较的原因，还是对自己
不自信，没有充分的自我认同。觉得自己
没有能力生存下去，就羡慕别人有所依
靠，找个老公，要他有钱，能干，待你又好，
这可不比找工作容易。“ 各有因缘莫羡
人”，缘分的事我们做不了主，但建立自
我认同感，是你现在就可以做的。

有个人对禅师说，我很烦恼，请你让
我安心吧。禅师说，可以，你把心拿来，我
就替你安。烦恼源于自心，只有自己能解
决。你让我给你活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个
人生来就有这份勇气，你是什么时候把它
弄丢了呢？

你说工作能力和学历不高，其实关于
这点，简单来说，缺什么补什么。现在读书
进修的方式很多，网络和夜大甚至自学都
可以选择，有没有勇气走第一步是关键，

是去做了，还是想“ 算了，费那么大劲干
吗”。你才30多岁，开始提升自我并不晚，
须知如今，30多岁的女性选择深造，给自
己增加生存筹码的，并不少见。

你的烦恼只是工作吗？也许工作只是
加重了你已有的困扰，而你早已受累于所
经历的波折而深感痛苦。换言之，解决工
作的问题，也并不能真正地使你愉快。除
了增加生存能力，你还要有勇气来接受生
活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过去认
为是不堪回首的糟粕而不愿面对，那么就
是在否认我们自己，所以不妨学着接受。
深呼吸，对自己说，“ 所有经历过的好的
不好的，我都全部接受，它们是我人生的
一部分”，然后，试着在这些过往中找到

“ 金子”，试着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说谢谢，
找找他们教会了你什么，把遗憾放下，你
会发现心里重新充满爱和感激。带着这份
力量，好好爱自己，接受自己的软弱与不
足，也接受自己想改变的勇气，对自己说

“ 无论发生过什么，现在我活着，就证明
我有资格活着，有资格爱着它”，试着找
找自己的优点，给自己信心，你绝对是个
值得爱的人。

当你突破心中的框架，不再哀叹年
华逝去，艳羡他人，而能放下过往，关注
眼前，安顿好自己的心，生活和工作自然
也就能安顿了。多爱自己一些，记着，你
的想法构成你的人生，你才是自己生活
的导演。

宋明娜

》职场方圆

分析

你就是自己生活的导演

祥子：谢谢你的敦促，我们都来反省
吧！

很多很多年前，当世界上刚刚出现互
联网，网恋就成了新生事物，从浪漫的极
致，迅速堕落为堕落的极致，骗钱骗色的都
能用网络了，然而，从网络开始的恋情还是
孜孜不断的涌现出来。如同更早的古人说
过的金玉良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浪漫
者自浪漫，堕落者自堕落。这和他们使用怎
样的科技手段并无关系。所以，微信开始的
恋爱，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就算不可全信，
你得到的恋爱是真实的，恋人是实体的，就
连烦恼都和那些不用微信的人没啥区别，
和不用互联网的人也没啥区别。

在信任这件事上，你的步伐比她的更
大，你的信心比她的更强，但五十步笑百
步，不要轻信你百分百的把握。换种角度
看，她甚至比你的步子更快，因为她相信自
己预见到了未来的场景。当你们恋爱、熟
稔、再无新鲜感的时候，哪怕结婚生子，表
面安定，你也有可能变得花心了。所以，你
可以当她是在未雨绸缪，因为说的是未来，
所以无所谓对错。就像呈堂证供，你现在喊
冤是因为她没有证据证明你之前花心，但
你无法证明未来自己会出轨并欺骗她。这

样一想，你会不会不再寒心，而是担心呢？
人失了信，就会慌。整个城兵荒马乱，

垃圾信息伴随物欲横流，一个人想要安静
纯真的恋爱，几乎只能靠自闭才能完成，
换言之，只能病态的脱离世界，我们才能
正常的渴望爱情。这当然是悖论，但我们
就活在悖论中。你爱她，却不能爱她的担
忧；她爱你，却不能爱你的理由；你靠感觉
开始爱，自认为小心谨慎；她靠怀疑来争
取信任，自认为能保护爱情；这些，统统是
悖论的结晶。

信任是起码的，你说得没错，但信任
该如何建立呢，你没有办法说清楚，是不
是也该反省一下呢？让一个女人完全信任
你，真有那么难吗？还是你懒于解释，潜意
识里有着大男人的尊严？行为端正的人，
不怕影子歪斜，又何惧让爱人看个通透？
如果你想留住爱，完全可以不耻下问，问
她想知道什么，问她需要怎样的安心丸。

被疑心病折磨的人，其实是很作孽的
呀。疑心，只是因为在乎，因为想要全部。
如果真爱她，你应该心疼她才是。

把疑心说出来的人，其实是很傻很天
真的呀。质问你的时候，她不是占有证据而
义正词严的，而是慌不择路，指望给自己壮

壮胆。如果真爱她，你应该心疼她才是。
试想，你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她和你

恋爱得很好，全方位无差错，从不追问你
的去处，不干扰你的工作，只等你联系她，
她就随叫随到，就算你同时还藏着几个相
好，半夜手机震动N次，你都不接，她也根
本不过问，你难道，就能真的确定她是爱
你的吗？你不觉得，这样的恋人反而很假
吗？她好像对浊世中的任何乱七八糟都能
漠视无睹，对你感情的真假多少也无动于
衷，你难道，就能安枕无忧吗？

看你的信，我觉得，你和她对爱情的期
许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们都是要
exclusive的正经恋爱，将来也希望有名义上
和事实上的一夫一妻制。所以，我觉得你不
抓紧时间去赢得她的信任将是很可惜的。
因为我很知道，这世界上有太多人身在恋
爱中，心在乱搞中；或是，心在恋爱中，身在
乱搞中。你和她，只愿能彼此相处相爱，还
有比这个更古典更浪漫的好事吗？

作为女人，我反省了，反省了人类在
信任这件事上是多么弱不禁风，又是多么
狂妄的希望得到他人的信任。所以，我觉
得你的寒心实在有点小儿科，因为你可以
做得更好！ 于是

》多棱镜

我 通 过 微 信 认 识 的
她，好像也就是聊了几次，
就感觉特别亲近。实际上
我很清楚，微信不可全信，
也试探了很久，自以为了

解了她，才开始约会、过夜⋯⋯像所有
开始恋爱的人一样。但今天我们吵架的
原因竟然是，她认为我一直在骗她，因
为有时候我工作不开微信，有时晚归，
有时和朋友打麻将也不回手机⋯⋯我
知道世界上骗女人的男人很多，但我竟
然无法解释自己没有花心。按照她的说
法，我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同时交往几
个女友。虽然很爱她，这样一来我反而
寒心了，因为信任是最起码的。写信不
是为了求救，只是写出来，大家看看，各
位女同胞好好反省一下！ 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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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爱和信任有时是一种悖论

》男女长短调

光棍节
也是脱“ 光”节

11月11日，一个平常的日子，由于有4
个象征孤身一人的“ 1”，故成了“ 光棍
节”。如今，各种速配、征友、征婚活动喊
出“ 脱光”口号（ 脱离“ 光棍一族”），俨
然又变成了“ 脱光节”！

近年来，中国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对配偶的条件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事多年
婚恋心灵成长的“ 枫林佳缘”透露，其实
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要求高，或者缘分未
到，而是你遇到的人太少，你的选择范围
太窄，如何扩大你的交际面是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 光棍” 青年的心态也是层出
不穷。

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
古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一直遵循着

“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古训。但是，随
着现代经济生活的不断深入，人们的婚姻
观念也在冲撞中不断地变化，相当一部分
人在新旧更替中颇感困惑、彷徨，甚至难
以自拔。近年来，在上海北京一些大城市，
不少职业女白领掀起了一阵“ 钻石剩女
风”（ 不为“ 被剩下”而忧心），相反喊出

“ 不为嫁而嫁”的宣言，决心向李冰冰、徐
静蕾等“ 星剩女”们看齐，努力扎根事业，
做个“ 兴盛女”。

撒旦曾经问上帝：“ 爱情是什么？”上
帝就指着眼前那盛开的花丛对撒旦说：

“ 你去找一朵最美丽的花来就知道了。”
撒旦听后就满心欢喜的去找了，可是过了
一天，撒旦没有回来，第二天，他还是没有
回来，第三天⋯⋯第五天，眼看一周要过
去了，终于看见撒旦拖着疲惫的身体出现
了，而双手却是空空的，人们就问他为什
么，他说：“ 摘了这朵，感觉那朵更漂亮，
摘了那朵感觉还有更漂亮的，一直摘呀
摘，直到全都摘完了，都无法断定那朵花
最美丽。”每个人面对选择的时候，不是
那么的坚定执着，会有那么点完美主义，
所以就被剩下了。

爱情本身是可遇不可求的，从某种角
度来说，爱情是一种奢侈品，不是每个人
都能消费得起，即使消费得起，也并不一
定能懂这个品牌。如果人人都在追求这个
奢侈品的话，势必奢侈品的价格越来越
高，总会有些人没能买到属于自己的爱
情。也许有时候自己的目标放低些，属于
你适合你的品牌自然就出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和动机，也叫合
群动机，亲和是个体害怕孤独，希望与他
人在一起，建立协作和友好联系的一种心
理倾向。寻找群体归属感，引起共鸣，可能
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 光棍节” 的原
因。年轻人应拓宽生活圈子，扩大交友半
径，通过自驾游、车友会等方式结伴旅行，
多参加有益身心和文化娱乐的活动，寻找
共同语言，增进彼此感情，找到属于自己
的另一半！ 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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