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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汹涌涌的的减减肥肥，，

沉沉默默的的社社会会病病
看到稿子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很

老的故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时光走了千把年，故事倒退回来了。

如今减肥几乎成了穿衣吃饭、上班

购物一样的生活行为，编进了大多数人

的日程表里。

习以为常，当人们不再为某个现象
争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真理，变成了理
所当然，变成了社会价值观。

但更让人担忧之处是，这种潮流已
经变成了“平静”的“疯狂”，人们对此已
经少有意见或者不同的声音。

没有道理，不问原因。全民为之疯
狂。减肥影响健康，影响审美，甚至影响
了资源分配社会公平。

当年有人评价楚灵王病态，但是当
这个故事小规模地现实重演，我们却都
忘了问，忘了反诘，因为我们也都病了。

“4 月不减肥，5 月徒伤悲，

6 月路人雷，7 月男友没，8 月被

晒黑，9 月更加肥，10 月相亲累，

11 月无人陪，12 月无三围，1 月

肉更肥，2 月不知谁……”这个

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已经被很

多人转载并当成减肥励志歌。

连芙蓉姐姐都瘦得不到百

斤了，你还好意思胖下去吗？

其实减肥从来不是个新话

题，从十年前开始人们就为它打

过了口水战。然而十年后，我们

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时才猛地发

现，减肥已经不再是一个“话

题”，而成了一种“常态”。

然而最可怕的，恰恰可能就

是这种习以为常和毫无疑问。

不为自己，是为世人

杨晓几乎将减肥当成了事
业。

见到杨晓时，她刚刚将手中

两粒白色药片狠狠扔进嘴里，一
扬脖子，吞了下去，然后做了一
个痛苦的表情。

“天天吃，都快吐了。”她边

喝水，边抱怨，减肥真不是正常

人能干的活。

话是那么说，她还是随手拿

起桌上一本《 30 天特效减肥食
谱》，一边翻阅一边嘟囔：今晚就

吃白果拌苦瓜吧。放下书，她又

习惯性地进了常去的减肥网络

论坛，试图在里面找到一个效果

更为理想的减肥方式。

因为减肥，这个 26 岁的女

孩子曾经把自己折腾的晕倒过。

她在金融街一家网络服务中心

里上班，朝九晚五。父母都从医，

男友是一家国企的员工。对于她

近乎“自残”的减肥方式，身边的

亲人一边打压一边疑惑：为啥减

肥就这么重要？

忍不住仔细打量这个女孩，

1 米 65 左右的身高，不过 55 公

斤的样子，实在没必要受这份

“洋罪”。而事情的缘起，不过是
男朋友的一句玩笑话。

一个月前的一个周末，杨晓

挽着男友在步行街购物，那时天

方回暖，街上已经开始有时尚女

孩穿着丝袜张扬路过。

男朋友看到，宠溺地捏了捏

杨晓的腿，万分感慨：“看咱的腿

多有肉感”。可就是这样一句不

经意的玩笑，让杨晓心里泛起了

酸水。一夜的思想斗争，杨晓下

了决心：要将减肥进行到底。

她背着家人，花了 3000 多元
网购名牌减肥药，每次一进书
店，她都直奔“减肥专区”，试着
尝试各种类型的减肥套餐……

杨晓终于把自己折腾晕了，一次

跑步时她突然晕倒被家人发现，

亲人们顿时大为恼怒。身为医护

人员的父母开始现身说法，而且
一怒之下，将她的全部有关减肥

的药品、书籍一并送进了垃圾

箱。

男朋友知道了事情原因，多

次进行“自我检讨”。但男友一再

强调的“在我心中你最美”的情
话，却拉不回杨晓减肥的心了。

杨晓知道，男朋友那句话，只不
过是个导火索罢了。

“其实说到底，减肥还不是
为了满足自己那点虚荣心？”男

朋友的话不过是世人心中眼里

的一句正常评价，爱人可以以你

为最美，世人可不一样。

20 多岁青春正好的女孩子，

谁不希望自己更加光鲜一些？

杨晓的话语里带着一些自

我解嘲，眼神有些失落。其实为
了减肥，她生活得非常不快乐。

你减肥，或者不减肥，世人

的眼光和评价就在哪里，不离不

弃。

“要是再瘦一点就更好了。”

这句委婉含蓄的评语里，态度立

见。为了这么一句话，你有多久

没有尝试那些没营养却有味道

的食物？

女为悦己者容，这个悦己者

是男性的欣赏，是女性的羡慕，

为了这么个目标，无论肥不肥，

都得减。于是减肥大军中，有多

少人，是被减肥的？

几年前还有人咋呼着“自然

美”啊“科学生活”啊，可现在呢？

大街上还有几个人会对减肥呛
声？没办法，就是这么个生活环

境，你看着办吧。

减肥，以“机会”的名义

如果说杨晓的故事只是女

孩子的小心思小忧愁，那么贺芬

芬的故事，就夹杂了一个严重得

多的问题——— 上位。贺芬芬的遭

遇像个黑色幽默一般地告诉我
们：胖子，是没有前途的。

当“瘦”已经开始从审美趣

味这种个体权益，向更为公众的

领域——— 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
性上侵袭，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见到贺芬芬时，她正准备接

见一位广州的客户，她身穿一件

蓝色长裙，化着淡淡的妆，身材
匀称，颇有几分异国风味。说起
两年前，她几乎用了个带有严重

感情色彩的词汇——— 不堪回首。

两年前，贺芬芬从烟台大学
毕业，在潍坊找到一份待遇不错

的工作。四年大学生活，她一直

担任班长，这个长相普通、身材
较胖的女孩子，处事干练，深得

人心。

而从象牙塔走出来的时候，

她才发现，现实社会要比校园

“市侩”得多——— 条件被量化，而

且量化得很世俗，一个“世俗”的

例子就是，身材。

刚开始工作，贺芬芬正跃跃

欲试。但工作没多久，领导的几

次举动打击得她自尊心碎了一
地。和她一起进入公司的还有两

位女孩，她们学历不如她好，能

力没有她强，但外貌较好，身材

一流，刚进入公司就受到重用。

老板与一些重要客户谈生意，总
是带上那两位女同事，最后生意
谈成了，两位女同事还有提成。

她任劳任怨，但领导似乎是

看不到一般。那时的贺芬芬身高
1 米 60，体重 70 多公斤。

眼球时代么，任劳任怨的成

绩只能是润物无声，远远敌不上

光鲜耀眼给人带来那一刹那的

感官愉悦。

心里不舒服，但也只能不舒

服。这个女孩子对于减肥的执

着，于是与日俱增。

她说，几乎所有的减肥方法

都试过，坚持一个月只喝粥、不

吃饭，坚持连续七天只吃苹果，

每晚跑步 3000 米，减肥药、减肥

茶，所有能试的方法她全试过

了。近乎“禁欲主义”的两年下

来，她瘦了近 15 公斤。

春节年会聚餐，她特地选了

一件黑色的小晚礼，惊艳了全

场。

身材变好了，她明显感觉到

领导开始重用她。遇到重要的客
户，她也能够处理得游刃有余，

“主要是自信了，敢说话了”。

这个女孩子似乎很满意自
己的“奋斗”。她接受现实，不管

何不合理。

有时候，她晚上胃疼得睡不

着觉，减肥糟蹋了身体。

但是她还是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不计代价，但物
有所值。

“现在社会的审美就是以瘦
为美，胖子没前途。”贺芬芬笑着
说，如果不是减肥成功，说不定

她到现在都还只是一个默默付

出的小职员呢。不管别人怎么认

为，她始终觉得是外貌的改变让

她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她言笑晏

晏，俨然觉得自己是成功者。

只是一眼的印象，或许能让

你错过很多。争辩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现实。虽然势利，但谁都

没法责怪。

很多重大的人生机遇，也可
能会在短暂的面试中决定。于
是，人际之间的判断，会更多地

利用印象来进行。

不少郁郁不得志的女士由
于相信外貌能决定个人优越或

人生成败，把事业上的失败归结

到外貌上，导致过于执著自身外

貌。在瘦即美、胖即丑的观点支

持下将疯狂减肥贯彻始终，这成

了王道。

减肥啊减肥，你已经成了社

会资源分配的筹码？那么拿什么

来拯救你，我的身材。

问题底下的问题

有调查显示，随机采访的女

性中，95% 以上表示“希望瘦一
点”，其中有减肥计划或正在减

肥的占了一半左右。有的表示，

虽然没有减肥，但平日仍会特别

注意。也有不少女士认为，时尚

界和媒体宣传的那种苗条形象
对她们构成压力。

所以，在这种诱因下，各种

各样，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减

肥品充斥着整个市场，甚至出现
了像“七日瘦身汤”、“排式减肥

药”、“两点激瘦神奇液”、“足下
抽脂”等笑话式的减肥产品。伴
随而来的，是严峻的健康问题。

潍坊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朱素华主任告诉记者，因为过度

减肥造成胃病的患者明显增多，

盲目地采取节食等极端的方式
减肥，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

害。当人体过分消瘦时，身体内

腹壁松弛、腹肌薄弱，导致悬吊、

固定胃位置的肌肉和韧带松弛

无力，腹压下降，于是整个胃的

生理位置就降低、胃蠕动减弱，

常常还会引发胃下垂。

减肥带来的健康问题远不
止这些。近日，连续两位年轻女

士因过度消瘦到医院就诊。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魏茂

周主任告诉记者，经诊断，两位
女士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问其

病因，两人都是因为过度节食所

致。两位患者中，一位是刚刚参
加工作的白领，另一位还是在校

大学生。魏茂周主任介绍说，过

度减肥会导致神经性厌食、胃下
垂、胆结石等。过度减肥的人一
般热量摄入不足，所以沉淀在身

体组织中的脂肪就加速消耗，胆

固醇也随之移动，导致其在胆汁

中的含量增加，胆汁因而变得黏

稠，析出结晶并沉淀下来形成结

石。如果饮食不规律、体内胆汁

分泌减少、胆囊收缩变弱、不能

及时排空，就更容易形成结石，

严重的还会引发腹膜炎、胆囊炎
等病症。

医院不少科室的医生都接

诊过因为过度减肥引发疾病的

案例。潍坊市人民医院营养科张

明主任介绍，除了胃下垂、胆结

石和神经性厌食，减肥不甚还可
能会得甲亢、导致不孕、记忆力

减退、脱发等，作为减肥者，应该

“量力而行”，避免带来健康问

题。

然而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

有什么是你必须担忧的？

除了健康，还有我们的价值

观，我们的意见和对事物的判

断，而这些，足以左右这个社会

的生产力。

从经济到文化，这才是问题

底下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

想过吗？

■记者手记

“反瘦主义者”的口号
社会学者认为，整个社会

“以瘦为美”的审美趋向导致爱

美女士不惜一些代价加入到减

肥大军。对于目前减肥造成的各

种健康问题，社会也应该承担不

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人们审美观

的变化，减肥成为越来越多的女

性的狂热的追求。女性的“苗条”

广泛地被当代社会大众所接受，

也几乎被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

认同，苗条几乎影响着女人成长

的每一个生命周期，众多的当代

女性对减肥、苗条是趋之若鹜并

为此而焦虑不安。在这样的审美

趋向下，爱美女士过度“求瘦”也

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减肥为了什么？就是为

了让自己漂亮健康。如果本来就

不胖的身体减瘦了，身体不好

了，就不值得了。

瘦即是美？不管你心里怎么

想，这确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审

美标准。不过很少有人思考过，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体

重——— 减肥究竟是为了健康，还

是为了穿进一件不可能穿进的

晚礼服？在没有过度肥胖的前提

下，捏着微胖的小腹，活出自信

与洒脱，也许从现在开始你可以

成为反瘦主义者了。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但是有

时候爱美之心又很容易让人迷

失自己，就像减肥一样，其实很

多时候我们为了满足一种急迫

的减肥心情而忘记了一种理性

的思考，只有在我们冷静下来

时，回头看看才会发现自己其实

走进了一种误区。

面对社会的“大意见”，越来越多的人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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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减，或者不减，社会的标准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