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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摇椅一躺，花儿开在身旁。貌似有钱任性，好像从来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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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老树画画

最近几天到处找房子，不论是
从物质还是身体上来说，都让人挺
心力交瘁的。

昨天晚上， 跟我哥聊天的时
候，我卖了几句惨的同时，顺便抱
怨了一句房租真贵。

我哥白眼了我一下， 说了句：
“谁让你活得那么贵，不跟人合租。一
个人住就算了， 还得挑环境和交通
都很好的地段，你那是自作自受。”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哥说的是
对的，我就是那种要求又高还作的
典型，但我依旧作得特理智气壮地
对我哥回了一句：“我就是活得很
贵，但通过我的努力，那些我想要
的很贵的东西，不也分毫不差地摆
在我面前供我挑选吗。”

其实，关于“要不要为欲望妥

协”这个话题，前段时间跟我妈妈
的对话也提到过，她觉得我太辛苦
了，特别心疼地对我说：“咱们就跟
大多数同龄女孩一样就好了，拿着
差不多的工资，凑合着花，谈谈恋
爱看看电影逛逛街，有着普通女孩
有的烦恼， 不要每天这么辛苦自
己，妈妈看着心疼。”

我很理解我妈那番话的出发
点，我知道她心疼我，但听完那番
话后， 我还是特别叛逆地对我妈
说：“轻松的工作生活是很好，但轻
松工作背后相对应的报酬也很低，
而我想要的东西很好也都很贵，我
宁愿多努力一下多辛苦自己一点，
也不愿意妥协，这就是我努力的意
义。”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我想
要的真的都很贵。 ■文长长

你不是拖延症，你只是爱逃避
你有没有过相似的经历？
打开英文书， 准备读三

章，刚坐下，想泡杯咖啡，泡咖啡
的间隙刷了会儿微博，看到喜欢
的综艺更新了，不由自主地点开
看起来。 转眼已经12点多了，书
一个字没读， 然后懊悔地去睡
觉，明天起来却依旧如此。

离项目答辩还有4个月，
放心玩；还有2个月，慢慢来，
还有2个星期，有点小焦虑；还
有两天，抓狂，东拼西凑，潦草
地写完。

书橱里《资本论》都落灰
了，还只会刷朋友圈“10分钟
看懂经济学”。 装满了哈佛公
开课的硬盘被塞到了箱底，
《欢乐颂》却已看完了全集。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
显示，目前中国有80%的大学
生和86%的职场人都患有拖
延症 。50%的人不到最后一
刻， 绝不开始工作。13%的人
没有人催，不能完成工作。

下载了各类时间管理
App，用了三天就永远躺在手机

里。在拖延这件事情上，人往往
比他能想到的底线还要烂。

刚还在准备工作，反应过
来已经平躺在床上，能感受下
这种要求和能力差太多导致
的片刻绝望么。

越拖越沮丧，沮丧变绝望。
99.9999%的拖延，都是为

了逃避。
简·诺克在《拖延心理学》

中说：拖延从根本上来说不是
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也不是
道德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心
理问题。

例如觉得自己不开心了，
得放松一下，上上网；感觉有点
小累，先看一集剧休息下……

这样因为不自制而导致
的拖延更容易把我们拉进“焦
虑怪圈”。 一边制定完美的计
划，下定决心好好完成，一边
玩着手机，一边心里又想着：

“这次我得早点开始。”、
“我得马上开始。”焦虑开始加
重，压力也逐渐加重，却又继
续埋头玩手机。

之后回顾自己所浪费的
时间，陷入到已经无法挽回的
焦虑与矛盾中。

总是一边管不住自己，一
边嫌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好。

大多数人的拖延，并不是
因为追求完美。 恰恰相反，他
们往往喜欢拖延那些需要集
中精力、 深度思考的事情，而
选择容易的、不需要思考的任
务去做。这是一种逃避。

这些人一生都在做没有
挑战的事，所以也成了平庸的
大多数。

有些人， 快走到生命尽
头，才为这辈子忙忙碌碌一心
赚钱却从来没有好好旅行过
而懊悔不已。

你一直在拖延的，其实是
内心一直想去做的事情啊。

拖延是病，有没有药？
有什么事情是那个追求

更好的自己想要去做的，如果
要做， 为什么一定是明天，而
不是今天？不是现在，立刻，马
上？ ■槽值

讲故事

精神瘦身
结婚之前，我才一百一十

斤，身高一米六，稍微觉得自
己有点儿瘦。但是我从小就喜
欢运动，大学期间常去爬岳麓
山， 还喜欢打羽毛球和篮球，
练就了几块腹肌。

结婚后，让人烦恼的事情
是我发福了，并且增长得非常
凶猛。只有两三年时间，我的
体重就长到一百三十多斤。

就在我觉得我应该停止
长胖的时候，却开始了我的职
业美食家之路，除了每天写那
些美食文章之外，还要参加很
多餐馆的新菜试菜会和食材
品鉴会。其实就是吃，我吃得
最多的一天我记得吃了九餐。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体重达
到了一百五十六斤，肚子已经
明显地突出来了。

那时，我妻子怀孕了。我们
两人都挺着个大肚子出现在同
学和朋友面前， 有人跟我们开
玩笑说：你们两个都怀孕了。

孩子出生后由岳母带着，
我们只顾发展自己的事业。我
想趁自己年轻时多去些地方
考察、调查，深入各地了解那
些饮食文化， 就去了湖北、贵
州、四川、重庆等地考察。对于
我来说， 这样的活动也成了我
的美食之旅。一两年下来，我的
体重已经到一百八十六斤，走
路都有些喘， 弯腰系鞋带也很
困难，剪脚趾甲就更加麻烦了。
我下决心要去减肥。 我见很多
朋友去健身俱乐部减肥， 就咨
询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和老板，
当他们知道我是美食家之后，
无非是说我还不够胖， 都婉言
谢绝，我很是苦闷。

正在为难之际，在四川照
顾岳父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
说岳父岳母身体欠佳，已经无
法再继续带孩子了。我跟妻子
说，把孩子带回长沙，我自己
来带孩子。 妻子回长沙时，就
把两岁半的儿子带回来了。我

心里很清楚，要想减肥，首先
要拒绝美食摄入量，再增加自
己的劳动量，少吃多做，就会
减肥。

孩子接回来两三个月，岳
父的身体没有康复，我们只好
邀请他来长沙住院。中年问题
就这样突然降临，我安排孩子
上幼儿园， 让岳父去住院，由
岳母在医院照顾他，我每天上
午做好饭菜给他们送去。白天
没有时间写稿、上网，只能晚
上继续我的创作。这一年的折
腾，我由一百八十六斤暴瘦到
一百五十斤， 人轻了近四十
斤，胖的症状明显消失，我把
它叫做精神瘦身。

同学和朋友都问我是用
什么方法减的肥。我说，方法
很简单，也不用吃药。我的方
法是带崽和照顾老人同行，让
自己极度疲劳， 只要坚持半
年，就会明显减肥。大家听了，
都不做声了。 ■巴陵

说起现实生活中的中年
女人， 总是和太多太多的烦
恼连在一起。不是吗？孩子考
试成绩不好烦恼； 老公应酬
多回家晚烦恼； 领导办事不
公平烦恼； 同志之间闲话多
烦恼； 老同学的房子比自己
的大烦恼； 别人有私家车而
自己买不起烦恼。烦、烦、烦，
似乎所有的烦恼都是为中年
女人而设的。

其实，不管有什么样的原
因， 也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女人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说
出这样的话，也许有点不尽人
情，可事实就是这样。

就拿孩子的问题来说吧，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好

学， 将来能考上个名牌大学，
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是，每
个孩子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
天资聪颖， 有的智商一般。如
果你非要拿自己的孩子同人
家的孩子比个高低，那自然要
承受烦恼的折磨了。

俗话说： 人比人得死，货
比货得扔。有些事根本就没有
比的必要。在生活中，当你羡
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
欣赏你，只是你不善于发现自
己的长处罢了。对自己没有信
心，总是把眼睛盯在别人的亮
点上，久而久之，你就会变成
一个虚无主义者。 说到底，烦
恼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心态
失衡。

美国《读者文摘》的一篇文
章中说： 人的一生以60岁为标
准计算，共计21900天。其中睡
眠占去了20年， 吃饭占去了5
年，生病占去了3年……最后用
于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 仅有
10年了。想想看，如果我们把有
限的时间，都用到自寻烦恼上，
那该是多么大的浪费啊！

生活是美好而短暂的。快
卸下烦恼的十字架吧。

■唐英

莫背烦恼十字架

年怕中秋
每到中秋节， 母亲总会感叹：

“年怕中秋月怕半，哎，一年又快过
去了。” 起初， 我对这话并没太在
意，心想，一年就一年呗，没有什么
好害怕的。直到步入中年，我才深
刻地体会道，每一年的时光过得如
此之快。只要中秋一过，春节“哧
溜”一下，就到了跟前。

年怕中秋月怕半， 中秋已至，
意味着年已经不远了。回首这大半
年的时光，真是时光匆匆，恍若行
云流水，恰如弹指一挥间，转眼便
已随风消逝。这大半年里，有收获
的喜悦，也有不足与遗憾。

这一年的春天，老公从外地回
家创业， 从一年见两次的“双城生
活”转变到一天到晚的“亲密无间”，
最初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不适应，经
常会发生些小摩擦， 好在经历了磨
合期，我们都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收
敛了个性，现在，白天一块儿工作，傍
晚一块儿散步， 晚上一块儿辅导孩
子做作业，感情越来越和谐了。

这大半年里，我给母亲打的电
话比去年多了一倍。查看电话通讯
录，几乎每天一个亲情电话。虽然
和母亲每天都说些平平常常的话
语，诸如“吃饭了没？身体好不好之

类”，但我想，母亲的心里应该是快
乐的。

这大半年里，我陪孩子的时间
也多了起来。 女儿英语不太好，我
每天给她听写单词， 陪她朗读课
文，她进步很大。我渐渐才知道，陪
伴才是最好的教育。

除了生活上，事业上的收获也
还不错。去年年底，我给一家出版
社投了一本书稿的样章，今年六月
份，出版社传来好消息，说可以签
约。 虽然目前新书出版仍在等待
中，但我内心却是幸福的。

收获是有， 但遗憾也不少，譬
如年初的时候，我曾计划看一百本
童话书。如今算算，也才看了三十
多本，离目标达还差得很远，还有，
长假的时候，因忙于写作，没有带
孩子和母亲出去看看世界。

朋友圈里最近流行那段一段
话：“假如上半年混得不好，千万不
要气馁，因为七一，八一，十一，伟
大的事业都是下半年完成的。”虽
然是玩笑话， 但也让人心生美好，
是啊， 上半年过去了也不要紧，抓
紧下半年的时间，好好努力，去完
成那些年初的计划，去实现那些未
了的心愿。 ■刘亚华

瞎叨叨

想要的都很贵，才要这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