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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步伐
正在逐渐加快。过不了多久，我
们这批正当壮年的人也会变老，
如何与老年人打交道、怎么调适
老年心态就变得急迫而又重要。
我曾与同事讨论将来的养老问
题，有人提出去养老院，更多人
赞同互助养老，很少有人支持居
家养老。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采用家
庭养老的办法，聚族而居、四世
同堂、抚幼敬老曾是中国人最向
往的生活方式。如今人们为什么
改变观念了呢？无外乎源于三个
因素：一是看到了居家养老可能
产生的代际隔阂与矛盾；二是喜
欢没有拘束的生活；三是生活设
施、文化娱乐、医疗条件的渐趋
完善为改变养老方式创造了条
件。

我们这一代人正过着“三明
治”式的生活，三代同堂很常见，
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儿女需
要扶持，自身事业也处于重要阶
段，人生步入最辛苦时期。经济
负担已经随着收入的稳步提高
变得不那么沉重，精神负担却与
日俱增。比如如何平衡孩子与老
人不能兼顾的问题，如何处理令
人头疼的婆媳关系，如何在父母
与岳父母之间一碗水端平，如何
面对老人的心理与性格问题。今
天我要谈的，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外地人，孩子还没有出
生，就把父母从农村接到身边
了。从最初的无话不谈，到谈不
了几句就争吵起来，到客客气气
地谈无关痛痒的话题，并没有持
续多长时间。有时我也反思，把
父母带到陌生的城市，斩断了他
们长期经营的人际关系，隔断了
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也许太残
忍了，这是我的错。但农村也在
城镇化，作为农民的父母曾经非
常羡慕城市生活，渴望见到孙
子，他们是高高兴兴来到城市
的，我还给他们买了房单住，为
什么好事就变成坏事了呢？

从前，我把与父母关系的僵
化归结于老人的固执，不愿意学
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
式，后来读了书才明白自己错
了。人们经常说，人越老越固执，
其实这不对。因为在心理学家看
来，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方
式在年轻时就形成了，一直到老
年，变化并不大。说老年人固执，
只是因为老年人的态度变化比
年轻人更小，这就造成了所谓代
际隔阂(即常说的代沟)，而不是
所谓的生命周期导致的。年轻人
如果明白这一点，对老人的误会
就会减少许多。

父母来城市生活后，经常与
老家比较，比较的结果总是这里
什么也不及老家，比如老家的饭
菜好吃、气候好、风景好，人际关
系也很好。老家有那么好吗？我
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年，对家乡不
能说不了解吧，真有父母记忆中
的那么好吗？如果真有那么好，

他们当初为什么全力督促我考
大学，为什么要让我离开呢？心
理学研究表明，记忆并不是我们
记忆库中所存信息的精确复制
品，相反，我们会在提取信息的
同时对记忆进行构建。一方面，
人们会重构对过去的态度。比如
人们经常会给回忆蒙上一层美
好的玫瑰色——— 把一些细小的
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比实际
所经历的要美好得多(怀旧即如
此)。另一方面，人们也会重构过
去的行为，会有选择性地回忆某
事件以支撑自己的观点。比如，
父母为了证明城市人情淡薄，就
会想法证明从前老家的人际关
系有多纯洁。实际上，农村老家
有薄情寡义的人，城里也有重情
重义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父母习惯了在熟人社会中生活，
来到生人社会，语言不通，习俗
迥异，沟通困难，就会有一种茫
然失措的紧张感，就会怀念当初
自然放松的日子，于是就会渲染
老家的优点，凸显他乡的缺点。
从这个角度看，回忆往往是最不
可信的。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得
好，“我们看到的并非世界本身，
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当弄清
楚了老人的心思后，我就对父母
说，既然生活在这里，就要想办
法融入进去，不要总想老家如何
好，不要老把自己当局外人，你
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有人认为，老年人不仅固
执、怀旧，而且自私小气，是这样
吗？侄女初中毕业时，从几千里
之外来看爷爷奶奶，两位老人都
带过她，所以他们之间很亲近，
并不存在隔阂。侄女起初很高
兴，但过不了几天，就受不了老
人过于节俭的生活方式，尤其受
不了老人的絮叨。爷爷总在她面
前说奶奶的不是，奶奶也在她跟
前编排爷爷，让她很是困惑，为
什么从前体贴疼爱自己的爷爷
奶奶变得如此自私小气？其实，
依据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人们的
社会判断往往带有自我服务色
彩，不独老人如此，大家都一样。
当亲密关系比如婚姻关系出现
问题时，个体通常会把责任更多
地推到配偶身上。当工作、家庭
的情况好转时，个体却往往会认
为自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人们
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判断
的，总觉得别人有负于自己，把
过错推给对方，夫妻之间如此，
老年夫妻也不能免俗。所以，当
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在你耳边
唠叨时，不必在意，不要评判，权
且当一个称职的倾听者吧！

在迈向老龄化社会的关口
上，如果年轻人懂一些老年人的
心理与性格，如果有阅读能力的
老年人试着读一些关于老年人
心理方面的书，无论是年轻人与
老年人之间，还是老年人之间，
彼此相处也许会更容易。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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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
从国内来美国旅游的同胞抱怨
美国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市
容陈旧甚至脏乱。的确，现在国
内各大中城市的市容、绿化都
有了很大改观，远远超过不少
美国城市。但是，游客所见的毕
竟通常只限于一些旅游景点，
而不少旅游景点也恰恰位于这
些城市较为脏乱嘈杂和显得落
后的市中心地带，可能也导致
第一印象就观感不佳。

不过，在美国生活多年以
后，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些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美国的城市兴
建高潮集中在十九世纪末和二
十世纪初。现在以老土落后著
称的纽约地铁，第一条线路在
1907年就已经开通，也就是说，
现在人们乘坐的已经是一个超
过一百年的地下铁路网，积累
了大量问题，即使要改革，很多
多年累积的问题也积重难返。
这个地铁系统仍然有效地支撑
纽约市民和世界各地游客出行
的需要，也算勉为其难了。纽约
地铁分成普通运行、每站必停
的和只停大站的快车两种，对
疏导乘客、满足不同的出行需
要也是比较有效的一种设计。

我所在的小城市中心一带
的建筑也大多是在1910年左右
完成，现在还在使用。虽然以
前的邮局已经被新的邮局取
代，但本地人还是知道，有栋
老的红砖建筑是“老邮局”。这
里必须提到，中国文化和美国
文化中对“市中心”的理解有
很大差别。在中国，市中心象
征着方便、整洁、繁华，“城郊
接合部”就有点混乱和落后的
感觉。而在美国，市中心这个
词是极少使用的，在地理意义
上和中国的市中心对应的是

“downtown”——— 中文一般译为
“下城”，即大体上位于一座城
市中心的地带。但是，“下城”在
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却不像

“市中心”之于中国人那样高
端，而是一个混乱、肮脏、不安
全的地方。原因在于美国的汽
车文化逐渐让有车一族搬到安
静也相对安全的郊区生活，即

“市郊化”，而把公共交通方便
的“下城”留给了低收入甚至高
犯罪率的群体。在我生活过的
亚特兰大，曾经一度有地铁延
伸计划，却遭到住在地铁线以
外的郊区中上阶层群体的集体
抵制——— 他们不欢迎没有车的
穷人坐着地铁出现在他们的社
区，他们自己也并不需要地铁
作为交通工具。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十
世纪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以高科
技企业为依托的新型社区。这
种社区位于大城市郊外，远离

“下城”，没有公共交通线路，但
是集中了新建的高档写字楼和
购物中心、休闲设施。这种地方
没有旅游观光价值，但是，如果
游客有机会去看看，绝对不会
再认为美国的基础设施落后。
至于公共交通，从文化角度来
说，和美国人以私人汽车作为
实现个体独立性和高机动性的
重要工具的心理有关。公共交
通在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留给低
收入人群、行动不便的老人、没
有驾照的学生使用的。当然，在
纽约这样的超大城市，很多人
因为停车不便，也会选择坐地
铁和公交车出行，但美国的基
本文化心理总体上是把自驾汽
车当成独立的象征的。

对美国基础设施落后的印
象也可能是因为游客没有机会
深入到美国人生活的其他层

面。假如去参观一次一个大中
城市的儿童医院，就绝不会有

“落后”的感觉。美国的儿童医
院像一座漂亮的大酒店，首先
实行严格的安保措施，按预约
来看门诊的儿童和父母需要在
前台挂号，通过电脑由工作人
员打出名字贴纸，才能在保安
的注视下进入电梯，上到相应
楼层。在候诊的地方，一般都有
供儿童娱乐的设施：图书，触屏
式电脑游戏，甚至大型的可以
通过按钮来操纵的火车模型。
儿童在这里就像在室内游乐场
一样，无形中也减轻了因为生
病带来的心理压力。我太太生
孩子的时候，那座医院里可以
允许住两晚酒店式单人房，我
也陪住，大概相当于国内的亲
子房。这家医院的承诺是，任何
人进了这里都不会饿着离开，
在楼层的休息间里，水果、食
品、饮料，全部可以无限免费享
用。当然，生孩子的费用也是一
分钱没有收的，因为在美国的
政策中，这一项是百分之百由
医疗保险承担。

从就医来说，虽然也有很
多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到目
前为止，我并没有感到有太大
问题。美国人一般都有自己的
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和病人之
间有长期稳定的医患关系，因
为他们的全科性质，主要负责
体检、一般小病和健康咨询，应
该说相当于我们理解的“保健
医生”。和家庭医生见面，在预
约的时间内，检查和对话是完
全私密也比较放松的。事实上，
美国医生的训练中，本身非常
强调和应诊者的沟通以及重视
让病人心情愉快。如果有全科
家庭医生不能解决的问题，会
由家庭医生转诊到具体的专科
医生。我个人认为这种转诊制
度有助于专科医生集中精力，
不被普通小问题牵扯精力。我
过去的一位导师患了前列腺
癌，我专门乘飞机去看望他。听
他介绍说，在这座城市的癌症
治疗中心里，所有相关的检查、
治疗和护理可以一站式解决，
不同的科室之间也比较容易沟
通，这里甚至还有执业针灸师
提供辅助治疗。

还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设施
就是公共图书馆。每一个城市
都在不同区域分布有公立图书
馆，出借图书、有声读物、音像
制品，办证不需要工本费和押
金，本地区不同图书馆之间可
以馆际借书。图书馆的儿童图
书部会举行活动，比如木偶戏
表演等。其他有关儿童的本地
社区信息，比如托儿所招生的
招贴或者兴趣班的小册子，也
会送到图书馆的儿童图书部供
读者取阅。当然，一些较小的图
书馆偶尔也存在经费不足的问
题，解决的办法有时是直接向
读者募捐。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公共设施即便外观陈旧，也都
有供轮椅进出的无障碍通道。
我所工作的那幢教学楼有一百
年以上的历史，电路老化得无
法支撑全部房间使用空调———
因此只有行政秘书工作的系办
公室有空调——— 但近年来唯一
改建的部分就是增加无障碍通
道和为联通这条通道与整栋楼
而另开了一扇门。美国的办公
场所和学校的门也都是可以让
坐轮椅的残障人士通过手来按
键开门的。

(本文作者为美国阿勒格
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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