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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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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宅男越来越多!似乎更接近一种"职
业#了$ 前几天在一场饭局上遇见朋友的公子!

此才俊毕业于京城某名校! 但跟其他学生一
样!毕业就等于失业$ 他性格腼腆!没去请美容
公司给他制作精美简历! 也没四处找寻职业!

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宅居在家!在淘宝
卖街舞器材$ 这倒是冷门的商业%%%我原这么
认为!结果生意颇为不错!起码每月的赢利不
比我工资少$ 而我还得像&蜗居'编剧六六说
的()在写字楼拥有一平方米的隔间*月月还房
贷*出门挤公车*中午吃盒饭$ +比字面意义上
更惨的是!远离主城的我!还得在自己每天的
生命簿上!咬牙划掉往返的近三小时车程$ 表
面我还为自己有一份工作而尽显优越风态!暗
地里!却在心里寒酸*窝囊!妒忌莫名$

古代隐者都应算宅男$ 譬如诸葛亮!但我
总觉得!他是"出门型宅男+!宅居的初衷就是
为某天推开蓬蒿门$

要我说!中国宅男的偶像鼻祖!非清人袁枚
莫属$ 袁才子三十三岁就从县政府机关辞职回
家!自此!他一生再没有过一份"正式工作+!而是
在家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散文*随笔*诗歌评论乃
至论文!他样样都来!终于博得当世第一撰稿人
之大名%%%不论是官员作家! 还是附庸风雅之
人!但凡出书都以向他约稿写序和跋为荣$ 而他
呢!就靠这稿费收入!不仅支撑着整个家庭上百
口人的生活运转!还建造了著名的随园!购买了
相当数量的奢侈品和不可估价的收藏品$

冬日的某个清晨!袁先生从酥软的床榻上
醒来!懒懒洗漱之后!喝上一杯用惠泉水泡制
的武夷茶$ 这才架起那副红毛国新款眼镜!披
上猞猁皮袍! 洒上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 ,香
水-! 随身揣了大金表! 施施然走到大理石桌
边! 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已经摆在玉石餐具
上$ 待他落座!十余位肤白貌美的歌姬!迈着碎
步!从亭阁里朝他迤逦而来..呀!偶像一天
的闲适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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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在首尔的一个论坛上! 蔡美儿的到
来!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惊喜$ 当身材娇小*长发披
肩* 笑容可掬的蔡美儿笑盈盈地出现在论坛讲台
上时!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凶悍虎妈+原来是这般
甜美$

蔡美儿!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哈佛大学法
学博士*第二代华裔!因写&虎妈战歌'一书成名!

并引发人们对东西方不同教育理念的热烈讨论$

之所以引发争议*热议!说到底!是中美文
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孕育出的不同的价值观$ 毕
竟!人皆为儿女或有儿女$ 如何顺畅完成对子女
的培养教育*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下各取所长!是
)虎妈+抛给我们的思考$

蔡美儿说!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和$个
妹妹住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家规很严$作为那一代
典型的华裔!父亲在大学教书!每天晚上回来!我
都双手捧着拖鞋! 给爸爸换上..这些我根本不
敢和学校的美国同学们说! 因为这实在令美国学
生们难以想象!他们会笑翻天的$这些东方家庭文
化现象!美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正如同我至今也无
法像很多美国朋友那样! 把孩子丢在家里由保姆
看管!自己飞到海边度假!晒太阳浴*做按摩$

当然!家庭文化习惯没有孰对孰错$ 但是)虎

妈+罗列的几组数据令美国人警醒(美国有全世
界最高的青少年怀孕率!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
年轻人数量最多! 美国青少年的业余时间有%&'

用来看电视$ 可见!在子女未成年时期!家长们一
些必要的)严格教育+相较于)放手不管+!显然更
重要$

蔡美儿说!当发现)裹挟着爱的高期待+与孩
子的兴趣和个性遭遇冲突时!为母者要及时反省
自己!正如我的)虎妈家规+在大女儿成长中顺利
通过!而对小女儿却完全行不通时!我承受着不
被女儿理解的委屈!带着自我否定的勇气!勇敢
地剖析自己的做法!最后向小女儿妥协!尊重小
女儿的兴趣选择!后来小女儿由学小提琴改学打
网球$

妥协!也是一种)平衡+$ 蔡美儿说!家庭内
部关系需要平衡! 对子女教育的宽严也需要平
衡$ 美国家长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个性!给予
孩子更多表达观点的自由空间$ 比如当女儿在
读书时!学校老师让她读狄更斯的小说!女儿读
了几天后说()我讨厌狄更斯/ +我对女儿说()你
不能讨厌狄更斯!他写的都是经典!是名著/ 你
要喜欢他才对/ +而女儿的爸爸却说()为什么不
能讨厌狄更斯0 女儿有权选择喜欢什么!不喜欢

什么$ 为什么经典就必须都是好的!就不能提出
异议!为什么学校老师说的肯定是对的0 #为了
女儿!这类的)平衡剧目#在我家经常上演$

究竟是严厉的教育对孩子更有利! 还是宽松
教育更能激发孩子的潜力0 是让他们拥有一个无
忧无虑氛围宽松的童年! 还是让他们尽早习惯竞
争的残酷! 在未来成年时获得更高的成就和满足
感0是通过严格刻板的训练培养孩子的纪律性!还
是通过赞美培养他们的个性和自信0 这些看似矛
盾*曾让蔡美儿纠结不已的选项!在指导两个女儿
一路成功考入大学并都小有成就后! 她找到了完
美的契合点$

蔡美儿饱含深情地说!如果问我是让女儿成
功还是幸福!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没有什
么能大过孩子的幸福和快乐$ 但我始终相信!让
他们学会通过自我不懈努力!在某一方面取得成
功或优异成绩而赢得社会的认可时!他们获得的
幸福感会更强*更真实!他们会获得更大的快乐/

看着蔡美儿写满诚挚的面庞!笔者不禁被眼前的
)虎妈# 打动$ 天底下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
子0 但正因为她们是在用心地爱着!所以懂得教
育孩子时要)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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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岁的男孩! 为了逼迫父母出钱赞助
自己学习音乐当歌星! 于是割腕自杀* 离家出
走!最后!流落到收容站!彻底中断了学业$

还有一个是)(岁的中年男人$ 在繁华城市
的城乡结合部!住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每天为
了生存! 苦苦挣扎$ 他与那个男孩唯一不同的
是! 每天早晨! 在熙熙攘攘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中$ 他!臂膀上搭一条白毛巾!端着帕瓦罗蒂的
姿势!高歌一曲&我的太阳'$

同那个*(岁的少年一样$ 中年男人)&多年
来!心中始终都藏匿着一个瑰丽的音乐梦$ 所不
同的是!这一路走来!他的音乐梦融化成血液流
淌在琐碎平凡的日子里$ 而那个少年的音乐梦!

却马上就要被个人的固执和莽撞所戕害$

更大的不同之处还在于! 中年男人的音乐
梦只是为歌而歌$ 而那个少年!他的终极目的怕
不是音乐! 而是舞台之上炫目的烟火以及舞台
下沸腾的粉丝和无边的名利$

一个*(岁的少年尚有机会从弥天大梦中
醒来!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中了梦想的
毒太深!等到迷途知返的时候!才知道!积重已

然难返$

我认识一个流浪歌手!年过三十!一直矢志
不渝地在皇城根下做着北漂! 全部的生活来源
皆出自女友拮据的工资和寡居妈妈那点可怜的
退休金$ 女友想结婚!哪怕裸婚!只要他有个正
常的职业即可$ 妈妈想看到儿孙绕膝!哪怕他一
事无成!只要他能够懂得脚踏实地便是幸福$ 女
友与母亲的这点最简单最基本的要求! 流浪歌
手却都不能满足$ 他一再叫嚣(我距离成功只有
半步之遥了$ 为什么你们就没有耐心等待+

在所有梦想狂人的眼里!只要他愿意等!梦
想总有一天会施与怜悯和恩宠$ 可梦想不是慈
善家$ 永远不会因为哪个表现得过分可怜就悲
天悯人地给予关怀$ 它需要的从来都是板上钉
钉的成功份额!比如才华!比如勤奋$

但奢谈梦想的同时$ 首先应该区分开!梦想
和渴望的不同$ 世间所有人都热望名闻利养!可
名闻利养远不是梦想$ 真正的梦想是无关名利
的一份美好!当事人从中能得到的!不只是形式
上的愉悦!更是灵魂上的满足$

还记得多年以前! 央视报道过一个来自

西安某山区的女人的故事$ 那个$&岁的女人
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 像个职业女
子那样去生活$可彼时的她$有需要照顾的老
公!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大片的需要打理
的农田$走出大山的梦!对于一个没有受过太
多教育的山里女人来说!不仅遥不可及!而且
也不现实$

十年之后!我再次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故事$

此刻的她!满脸都是骄傲和满足$ 她没有走出大
山! 却在距离村子几十公里远的县城做了一名
售货员$ 成为都市白领的梦!散了!但取而代之
的$ 却是更贴近生活更具现实感的圆梦的风
景%%%她终于看到了山外的风景$ 也终于有了
自强自立的平台$

所有梦想都像高高飞在天空的风筝! 是一
直仰头看着风筝越飞越远! 还是尽可能地拉回
奢望的线!让梦想接近地面!具有踏踏实实的烟
火感$这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面对的人生命题$毋
庸置疑的是!梦想只有接近地气!才能更具有生
气和活力$ 这份勃勃生机的营养与厚重!只有地
气能给!也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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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眼中!人到花甲自然是应当相
濡以沫!白头偕老$ 不过现如今!很多人两鬓斑
白!却发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却跟自己闹
起了离婚$ 据英国最新统计显示!从,&&%年到
,&&-年 !.&岁以上老年人的离婚率增长了
)/,'!成为唯一离婚率上升的年龄段$ 虽然.&

岁以上离婚者的数量增加有限!但在整体离婚
率下降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离婚率相对地上升
了$

不仅是英国!近年来老头老太太们闹离婚
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包括美国*欧
洲很多国家的老年人离婚率均有不同程度的
上升$ 就连一向以保守著称的日本和韩国!结
婚超过$&年夫妻的离婚率也有大幅度的上升$

据日本有关方面的统计! 上世纪%&年代以来!

结婚$&年以上夫妇的离婚率已经增加了%倍$

针对全球性的老年人离婚趋势!有专家分
析!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男女双方预期寿命
的增加*社会对离婚宽容度的提高等等!都是
导致老年人离婚的潜在因素$ 所谓)距离产生
美#!老年人退休后不再外出上班!两个人整天
呆在一块儿!不少人感觉与另一半没有共同语
言!两个人之间)越看越不顺眼#!最后闹起离
婚$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很多老年人离
婚率上升的国家!总体的离婚率却趋于不变甚
至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现代社会的生活
压力较大!很多人年轻时顾忌到各种问题!不敢
轻言离婚$ 一旦等孩子长大* 自己又退休了之
后!他们便)毫无顾忌#!之前所积压的矛盾也会
爆发出来$ 这也是老年人离婚率上升的一个潜
在原因$ 一位韩国老太太在离婚之后就说()我
再也不能忍受,丈夫-了$ #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行为持支持态度!并将
其称之为)一次重要的社会革命#$ 英国中老年
人社会组织)传奇#负责人罗斯就指出!老年人
离婚重新寻找幸福!这才是新生活的开始$

不过!老年人离婚之后!也会遇到一些特有
的难题$ 很多子女便无法接受自己父母离婚的
现实!还有一些老人在离婚之后生活孤寂$资深
媒体人埃丝特1兰森就曾接触过很多离婚的老
人!)他们独自一人过着孤独凄惨的生活! 这真
是悲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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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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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望新做母亲的女友! 她向我展示一
墙的霓裳艳影!全是梦幻的公主裙*公主鞋*

公主发饰$

我啼笑皆非!女友说()女儿要富养!我可
不能将来让一个穷小子用根棒棒糖就把她给
骗了$ +我实在不忍扫她的兴!终于温和地说(

)你不怕穷小子两句免费的甜言蜜语就把她
骗了! 她还自带嫁妆吗0 %%%古书里从来不
缺后花园赠金的传说$娶富家女!一直是男人
们的幻想$ +

王宝钏不曾被富养吗0 她的族人!甚至为她
的婚配!搭起一座花楼!供她任性地掷花球$ 那
时!她知道何物是贫苦吗0 饥饿*穷痛*被侮辱被
损害的滋味!她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一一历经$ 坚
贞一钱不值! 娜拉出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还有第三条路!寒窖里十八年的酷刑$

卓文君也不是被穷养的吧0 良好的生活让
她姿容美丽!趣味高雅!有音乐品鉴力$ 可是男
人要吗0重点明明在她的钱上面$男人让她抛头
露面!当垆卖酒!明知道她的家人会心疼$ 这其
实就是一种绑票$ 深爱她的家人屈服了!而那绑
架者%%%你能相信是真爱她吗0 她果然中年被
弃!关于她的下场!正史上没有留下一个字!有
代打抱不平的诗人!替她说()男儿重意气!何用
钱刀为$ +男人应该重感情!那么钻到钱眼里做
什么0

含金匙而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宝玉一
翻脸!就把通灵宝玉朝地上摔(他不知道它的珍
惜!与生俱来!于是全不稀罕$ 外人眼中的价值
连城!对他跟拨浪鼓没区别$

被富养的女孩子们! 就像在蜜窝里喝蜜
水长大%%%腻得下意识自找苦头吃$ 绅士君
子见惯了!奸人盗匪反而显得别开生面2软语
温言听多了!呼来喝去倒更像真性情$ 而一旦
爱!她甘愿全心付出!像她的父母*她周围所
有人对她做过的那样(给出去!实现对方的一
切需求$

而一切都是不会重来的(时间*曾经纯真
的心*年轻的身体..也包括散尽的千金$ 而
如果早早地!就让她知道!这世界上坏人的存
在%%%不是每个人都爱你!像父母一样2了解

赚钱的艰难!一滴血!一粒汗!都不一定能换回
一分钱2明白人生是大路多歧!世事多艰!父母
只能庇护她一时!更多的时候!她得自己先动
脑再动心..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就是
这个道理$

无论多么爱我们最心爱的女孩子们! 多么
舍不得让她们尝到不幸的苦! 却也不必让她尝
尽幸福的甜$ 据说香港的甜品店招牌上的)甜#

字!右边的)甘#字都会少一划(甜少一些!甜久
一些$ 太多的甜太多的幸福! 反而让人味蕾迟
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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