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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请请华华丽丽转转身身

□郭华悦

隔壁有一对老夫妻，日子过得有
声有色有滋有味。

两人都是退休教师，每个月有不
少退休金。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能过
上挺不错的日子了。而且，这对老夫妻
和我见过的多数老人不一样，对生活
不但不凑合，还挺会享受的。

两人衣服一天一换，每天都让你
感觉很精神。看那款式都挺新颖的，不
像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至于颜色，更
不像多数老人一样，不是黑色就是灰
色。老婆婆的衣服大多亮丽鲜艳，而老
伯伯的衣服款式、颜色也很时尚讲究。

三天两头，楼下就有人喊：快递！
这时，毫无疑问，十有八九是隔壁的老
夫妻在网上买的东西。两人退休后，学
会了上网，时常到网上采购一番，有时
是衣服，有时是外地的特产，有时则是
些小玩意儿。两人网购的频率，令年轻
人都自叹不如。

有时一连几天看到隔壁门窗紧
闭，就知道两人出去旅游了。每个周
末，两人都会去附近的地方玩玩；每隔
一两个月，就会走远一点，到外省的名
山胜水旅游一番，最近两人还出国旅
游了一趟。老先生说，这辈子，身边见
到的都是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也没见
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国走走，也不
枉到这世上走了这一遭。

多数时间里，两人的日子也挺悠
闲的，逛逛公园，种点花花草草，有时
约上几个朋友，唱歌跳舞扭秧歌，或者
下棋看电影。两人还请了个钟点工，平
日里从洗衣做饭到打扫卫生，样样都
不沾手。

有一回，我禁不住问老先生，你们
不用带孙子吗？

老先生笑着告诉我，几个子女一开
始都有这种想法。有一回吃饭，大媳妇就
提出，夫妻两人忙，没空带孩子，不知道
老人家能不能搭把手？老先生告诉她，自
己的大半辈子都花在儿女身上了，不想
临老了，剩下这么点时间，还得耗费在孙
辈身上！

儿女们当场就无言了。确实，大多
数人为自己而活的时间太少了，从儿子
到孙子，多数老人家几时为自己活过？年
轻时，照顾家庭和儿女，像蜡烛燃烧自
己；一根蜡烛快烧完了，还得发挥余热，
照看第三代。自己的生活，能省就省，不
舍得吃，不舍得穿，一件衣服穿个十年八
年都舍不得扔，攒下的那点钱又惦记着
奉献给儿女。直至离开这个世界，自己也
没享受过好日子。

所以，这对老人家在这方面就不
愿重蹈覆辙。两人退休金不低，从不向
儿女伸手，自然活得硬气。有时，儿女
们有困难了，老人家也不吝于伸出援
手。逢年过节的，反倒是老人家在贴补
儿女。想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就到儿
女家中，帮忙带孩子，料理家务，倒也其
乐融融；想过二人世界了，就回到自己
的小窝来。当然，确实有困难的时候，老
人家也会帮忙带一段时间的孩子，但说
到底，这只是救急，不是长久之策。

其实呀，老人们就该这样。一味对
子女奉献，对自己凑合，人生也过得太
冤了。人到了晚年，就该好好“享寿”，
追寻快乐，而不是牺牲晚年来换取儿
女的生活便利。

老来该“享寿”

心机学

碎碎念

□童卉欣

“犀哥”、“利姐”当道，各色
“男”、“女”辈出，世界一如万花
筒。还不知道火热出炉的“简单
方便女”？那只能遗憾地说：你
OUT了。

凡事有例子比较好理解，
什么是“简单方便女”的模本？
以公众人物为例，未和王大治
传绯闻前的董洁似乎比较像。
和其他星光熠熠的“谋女郎”
比，她穿衣长相朴素简单，对男
对女俱无杀伤力，嫁的人是门
当户对的同行，三十不到就老老
实实生了孩子，过得跟普通人没
两样，总之，忒不像明星了。

简单方便女大致就是如
此，遵循“三不”原则：不做作，
简单清爽，脸一洗发一束就可
出门；不拜金，能自己养活自
己，奉行物美价廉的购物观，会
持家过日子；不复杂，感情经历
简单，不爱折腾。

简单归简单，要做到却不
简单。

就说面子上的事吧，只要
月薪超过1500元的女生，哪个
晚睡早起之前，不得对着梳妆
台上的七瓶八罐倒饬半个钟头
以上啊，洗面奶、爽肤水、乳液、
隔离霜、啫喱水……最简单一
套程序走下来，足够男人眼花
缭乱、心急火燎的，一瓶美加净
包打天下的日子，已经成为妈
妈辈的历史。

作为女性，不想让自己变
得美，难；不相信化妆品能让自
己变得美，更难；不相信更美丽
会让自己更容易碰到白马王
子，无与伦比的难！

管它胶原蛋白还是别的啥
成分，既然有东西能让自己变
得更美丽，生活变得更安逸，再
让女人们不拜金，似乎有点虚
渺，不是有人觉得在宝马车里
哭也是好的吗？物美价廉是没
钱无奈的代名词，持家过日子

已非新时代女人的理想。
感情经历简单，要看你在

哪堆人群里寻找。幼稚园至小
学阶段，呵呵，很容易，再大，就
少了。也许是食物里添加剂越
来越多，导致孩子们越来越早
熟，去往高中的公交车上，常见
双双携手的小情侣。大学四年
下来，从无恋爱经历的女生被
冠以“灭绝师太”的大名。不爱
折腾？不爱折腾怎显得我曾青
春过，到老了我到哪里找谈资？

看，只一条就已大不易，何
况三条齐集。简单方便女的内
核是：她可以让你觉得很方便，
却绝不“简单”。

因为稀有，所以珍贵。更何
况，市场需求远大于供给。别说
是特般配的“经济适用男”希望
找“简单方便女”了，就是富翁、
新贵、金领、高知这些上档次的
男群体，你以为他们喜欢拜金
女、嫁房女、孔雀女还是练爱女
呢？谈恋爱，男人的口味或许各

有千秋，找老婆，不管你信不
信，他们的审美水准惊人一致，
90%以上靠近“三不”原则。

街上的艳女，他们频频回
目，自己的老婆，万望她清爽简
单，绝不邋遢；不管有无能力养
活你，还是殷切希望你自己养
活自己，贤惠有加，相夫教子；
时代固然不同了，不再强求你
婚时是处女，但是恋爱三次以
上，不知则矣，知了还是会敬而
远之。

简单方便女还有诸多特
质，比方不给人威胁感，让人放
松，用情专一，善良细腻，不太
讲究浪漫，能分清虚情和实意，
善 于 沟 通 ，懂 得 体 谅 ，修 养
好……够了，够了，已经接近完
美了，一切也不过是外在那“三
不”的内里底色。

简单吗？不简单。
简单方便女的内核是：她

可以让你觉得很方便，却绝不
“简单”。

不不简简单单的的““简简单单方方便便女女””

□宗瑜琮

爱情的面孔就像撒哈拉的
黄昏与白昼，前一刻有多少无
尽的温柔，后一刻便有多少清
醒的绝望。

街头是迷离的灯影和星辉。
走在繁华的街上她的头发被吹
乱了，一迈开步子就发现身后有
车。她小心张望，像从前一样对
于穿梭马路不知所措。以前只要
他在身边，都会紧紧牵住她的
手，给她踏实的感觉。现在呢？他
也许正在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
和暧昧的灯光里，和另一个女人
喝苏格兰威士忌。

不是没有怦然心动的时
刻。《山楂树之恋》里描写的老
三真的很深情，会感动很多女
孩。他对静秋是那样好，大老远
托人给静秋送去100块钱。那时
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吧？老
三说送鞋就送鞋，说去医院就
立刻搞来一辆自行车。更难得
的是他还会唱浪漫的情歌。看
着静秋在老三的自行车上笑得
那样美好那样幸福，那些宁愿
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人也会妒忌
吧？

可是，有哪一段平凡的爱
情故事不是这样的套路呢？曾

经，她也是他手心里的宝。为了
让她开心，他买了漂亮的水族
箱放在她床边的地台上。吃葡
萄也要帮她剥了皮。她的下水
道堵了、水龙头坏了，还有换灯
泡什么的，自然都是他动手的。

爱情的面孔就像撒哈拉的
黄昏与白昼，前一刻有多少无
尽的温柔，后一刻便有多少清
醒的绝望。不知什么时候起，他
不再宠她为心头公主。有时一
个月难得见一次面，见了面他
似乎也无话可说。问他什么时
候可以结婚，他居然板起脸：

“急什么？为了你，为了将来，我
还在打拼！”

他提出分手的时候，她愣
住了。半晌，才一字一句地问：
为什么？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不爱
了，就是不爱了，爱和不爱从来
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吧？

可是，你发过誓说要爱我
一辈子的啊，你可是说过死都
要死在我后面，免得我一个人
忧伤的啊。

他不屑地冷笑：誓言是什
么你真的不懂啊？誓言只不过
是男人求欢时稍显深情一点的
台词而已。

她的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下

来。他却决绝地走了，任凭她哭
得梨花带雨。泪眼迷离中她还
幻想着他能忽然转回身来，将
她拥入怀中，像以前发生争执
后那样说许多安慰的话。可他
头也不回，像风一样消失了。

她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他不
接，或是接通了听见是她马上又
挂掉。她一直挂在QQ上，等待着
他上线。她说不清自己内心仍然
期待着什么，也许明知荒唐却仍
然想固执地证明那分爱的存在。
然而电脑上他的头像一直是灰
的，没有半点动静。

再后来，她开始给他发短
信，自说自话地回忆那些清晰
的或模糊如泡沫的片断：他吹
在她耳后的徐徐热气，街角转
弯处无名指的缠绕，午后氤氲
的时光……那些不可磨灭的欢
乐痛苦还有泪水，也许能证明
爱的深刻吧？也许能唤回他心
底的柔软吧？但依然收不到他
的任何回应。

一个人的夜里她常常失
眠，于是，她不停地给他发短信
来打发漫长的时光。那夜，她又
在发短信，习惯性地听着背景
音乐一般的午夜广播。正借着
一点点微弱的亮光按着键，却
听见广播里主持人念着她喜爱

的一位女作家的文字：
女人要像天鹅般优美地转

身，若是拥抱后仍然寂寞，就带
着记忆和留恋高高地飞，不给
自己机会沦落为野鸭塘里任何
一只忍耐的鸭子——— 爱情本来
就是这么变幻莫测的东西，难
道你指望像一只变形虫一样不
停地变换姿势，来换取爱人的
欢心、自己的安稳？

如果你的回想里都是被自
己或被对方践踏的自尊，都是
乞求他回头的屈膝低就，那该
是多么不堪，而如果回忆里都
是公主的甜蜜、娇宠和天鹅的
华丽转身，那样优美的身影，是
不 是 令 自 己 都 要 迷 恋 几 分
呢……

听着听着，她按键的手慢
慢停下来。

想了一下，从手机里调出
电话簿，删掉了他的号码。再摸
索着到桌前，打开电脑，将他的
QQ及MSN头像，也一并删了。
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一刻她终于豁然省悟：
能被所爱捧在掌心是幸运，自
己把自己捧到掌心是原则，是
女人对自己的责任。

永远不要为了爱，爱得没
有尊严。


	E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