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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风铃]

[人生真相]

[大话情爱]

2018 年年末，网络红人 papi 酱
发了段走心的视频，“觉察时，我发
现自己不再年轻了。”

1987年出生的她，在末尾感慨
道，“我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80
后，感觉已被整个社会抛弃了，大家
已经忘掉还有 80后了，感觉很孤独
……”

这个视频引起了不少人的共
鸣。

进入 2019年，最后一批 80后也
30岁了。前段时间，一篇题为《有一
批 80后正在集体消失》的文章在朋
友圈刷屏。

我忍不住翻了翻几位翻几位8080后好友
的朋友圈，他们大都设置了都设置了 3天可
见，即使没有设置权限权限，，据据我的记
忆，也是好久没有发状态了发状态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 80后都在朋
友圈消失了，一些活跃分子还在，只
不过他们所发的状态中“晒娃”内容
多了起来，甚至还有一些 80后转移
阵地，玩起了抖音。

这些年，据我在手机、网络上观
察，不少在校生有什么心情，总要发
一条状态宣泄出来，然而，一旦毕业
工作了，发的状态就渐渐少了。

记得我大学刚毕业时，舍友、同
学见面，一起扎堆儿抱怨老板、抱怨
工作的情况也很常见。

这似乎都是成长必经的一个过
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经历了些
磨砺，思想上成熟了，才发现自己以

前的表现有些幼稚，逐渐地变得克
制起来，再也不愿轻易表达自己的
心情。

而且，动辄就将心情状态公开，
让天下皆知，只是在暴露自己的“情
绪”，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倒不如
埋藏心底，随时间慢慢淡去。

作为一名 80后，让我感觉自己
不再年轻了，是 2018年在我 35岁决
定辞职全脱产读博的时候。

和一群 90后甚至 95后坐在一
个教室听课、学习，我忽然感觉有些
不自在，毕竟，我已然是90后们眼中
的“大叔”了。

再看看各大高校招聘启事中的
一个入职条件——不超过 35岁，等
我毕业时也快接近 40岁了，在年龄
上并不具备什么优势。

和博士班上的同学在一起聊
天，有人问“打算出国吗”，我都是当当
即否定的，孩子都 6岁了，自己没有没有
工资收入，这种来读书的心情心情，，已经已经
不是我在17年前刚入大学时的那种大学时的那种
轻松、新奇和期待的感觉。

更多的是一种急迫和焦虑焦虑，，我我
不确定未来的职业是什么，未来的未来的
生活什么样，只希望能够早点毕业，
恢复稳定收入的工作状态。

近些日子，偶尔和偶尔和8080后的高后的高中、
大学同学一起聚会聚会，话题自然离话题自然离不
开工作、孩子、体检检，，有在官场有在官场、、在在企
业工作的朋友，平时应酬多的平时应酬多的，，也也会
借机吐吐槽——“平日那些应酬当平日那些应酬当

然不舒服，真不如和老友一起喝喝
酒，叙叙旧，但为了工作，也没办
法。”

以前上大学时，一个舍友到了
夏天动不动都要喝点冰镇啤酒，毕
业后有次见面，问及他还喝不喝“冰
啤”，他却说：“不喝了，那时候年轻，
不懂，太伤胃了！”

每每单位组织体检，身边的人
查出来大、小毛病的屡见不鲜，我们
可都是80后，在领导的眼里，正是事
业刚起步的“年轻人”，身体垮了，哪
里还有事业可言。

回想过去，80后成为媒体关注
的热点，应该是在1998~2008年这个
时间段，自2009年开始，90后逐渐取
代了80后，成为新一轮的关注焦点，
2018年则是第一批00后走进大学之
年。

我感觉，2018年媒体似乎并没
有像当年关注 80后、90后那样，对
00后掀起更多的热潮。

也许，大家对这种代际之间的
标签都感觉审美疲劳了，过多的炒
作已经没有太大的新意，又或许，这
才只是刚刚开始，还没进入舆论集
体关注的“高潮”。

青年总会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
的焦点，这是整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青年身上上存在的“问题”，也很
容易成为舆论争争议的话题。

钱理群先理群先生在他所著《致青年
朋友朋友》》的的《《如何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

一文中说过：“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
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
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
不多。

比如，手头这篇《老实说了吧》，
就是刘半农（‘五四’那一代）批评上
世纪 30年代青年的，说他们不认真
读书、又喜欢乱骂人等等。

如今上世纪 30年代的（还有四
五十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了婆婆和
爷爷，他们对后辈（也包括上世纪90
年代青年）的批评，仿佛也是不读
书、好骂人之类；这历史的循环是耐
人寻味的。”

其实，为下一代人担忧，总有些
杞人忧天，走出校园，社会、生活仍
然会给年轻人上一堂终身的课程，
年轻人注定要接受工作、生活的考
验和洗礼。

80后不是消失了，而是当年那
种鲜明的“个性”，逐渐被生活、工作
的压力磨平，他们开始学会忍耐，开
始承担起责任了。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代人
都要“接班”，终将都会有成为这个
社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

要知道，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
都要靠他们在成长中自己去解决，
而旁人大都只能是观察者、评说者，
然而，我们总要保持一种信念，那就
是相信青年，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朋友圈消失的80后去哪了？

恋爱里的理想型是什么样？每
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也没具体答没具体答
案。可能是双眼皮，大高个，或者
有趣，性格温柔。但恋爱不是套公
式，没人能具体到一个完整样子。

在一起之前，大家都是凭着优
点靠近对方；在一起之后，你会逐
渐发现他的缺点，和让你膈应的地
方。不少女生也都尝试过改变男
友，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但往
往试图试图改变之后，却是更多的阵
痛。

@谭莉 23岁
“比起完美，我更

想让你舒服”
在一起后我才知道，他是个大

男孩。他既不懂得怎么打理发型，
也不觉得自己一身汗味难闻。每次
约会，我都会忍不住吐槽他：“你
起码打扮一下吧，出汗之后不要抱
我啊。”他不好意思地跟我道歉，
小心翼翼地改。

可是后来，我反而先受不了
了。约会的时候，他越来越拘谨，
会因为手心出汗不敢牵我的手，拥
抱也越来越少，球场也几乎不去
了。我才突然想起，我喜欢他最开
始也是被他在球场上的身影吸引
的。可现在，他的确越来越完美，
可是也越来越“陌生”了。最后，
我主动拉着男朋友出去打球，放弃
了我的改造计划。

比起我画地为牢的“理想”，
我更喜欢他开开心心的真实。

@Eacho 25岁
“爱情不是外表般

配，而是相处舒服”
男友是个工科男，比较沉默，

严肃。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还是他
的衣品。旧旧的格子衬衫，洗得发

黄的一双运动鞋，他却自我感觉良
好。

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从头到
脚更新了他的衣柜，觉得特别时
尚。他没抗拒，每天按照我的搭配
穿好就去上班了。

我以为自己的改造计划颇具成
效，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我等他
下班去约会，在他公司的厕所里，
遇见了穿着旧衬衫和破运动鞋的
他，手上提着的袋子里，装着我给
他买的衣服。他一看到我就慌了，
结结巴巴地解释。他窘迫的样子让
我意识到，改变一个人有多任性和
不明事理。我拉着他的手，摇摇头
说：“不重要，反正我喜欢的是
你。”

@凌凌 26岁
“喜欢一个人，别

限制快乐”
恋爱使人甜蜜，同样也使人发

胖。跟男朋友恋爱三年，我们一共
胖了40斤，他的腹肌也消失了。下
定决心要减肥的我俩，戒掉了所有
零食和饮料，菜能水煮的就不红
烧。可就是这么规律的生活，却让
我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因为避免在
外面吃，我们不再经常一起逛街；
看到一个菜谱，我也不再积极地想
要做给他吃；一起逛超市挑零食、
买新口味饮料的乐趣，也全都消失
了。

最后我撕掉了自己制定的饮食
表，拉着男朋友出去吃饭，两人面
对面打嗝儿的满足感太棒了。我
想，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对
方填满自己的心，美食填满我们的
胃了。不过因为减肥我们热爱起了
游泳，泳池成为了我们最热的约会
圣地。

@柳婷 22岁
“吵架之前，试着

多了解一点”
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

喜欢游戏。但那个时候并不觉得，
这个喜好在后来会成为我们的争吵
点。有时候他玩起游戏，会忘了接
电话；有时候在他的游戏时间喊他
出门，会发现他一路低着头闷闷不
乐……有一个离自己心里预期标准
还很远的男朋友，是一种什么感
受：他总是能精准踩到你的每一个
雷区，再完美避开所有得分点。我
试着把游戏从他的生活里剔除，但
效果却适得其反。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想着或许
可以试着融入进他的喜好：我注册
了一个小号，陪他一起升级。他发
了朋友圈，跟兄弟们秀起了恩爱。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如
果你也能这样，陪我去逛街，我想
我会跟你现在一样开心。”

那之后我发现，他开始很主动
地陪我一起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了。每次逛街的时候，也会给我一
些参考意见。慢慢地我才意识到，
感情付出是相互的。如果想得到什
么，或许可以先试着去付出。

我差点忘了，开始的时候，我
先喜欢上的是他这个人。

@程曼 28岁
“我喜欢的，本就

是不完美的他”
我一直觉得：玩不到一块的人

是没法结婚的。他比较懒散，喜欢
宅家，我倒是喜欢到处旅行。他歌
单里都是缓慢的轻音乐，我则喜欢
说唱和摇滚。

我之前因为出去玩这件事跟他
大发脾气。那是在普吉岛的第 3天
早上，我想按照攻略出去玩，但到

了 11点他还在睡懒觉。我直接炸
了，和他在酒店差点当场分手。后
来一段时间，他都老老实实陪着我
早起，去爬山，去拍照。

但我发现——他并不开心。有
些事我们不能强求对方，他不能做
到乐在其中。于是我也妥协了：从
此他在酒店睡懒觉，我一个人出去
逛。到了晚上我也会听他的安排，
去找个小酒吧，听听温柔的曲子。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每个人都会有
一些自己的习惯吧。但在一些相处
的细节上，彼此都需要改变。不能
为了爱失去自己，但一定要为爱多
些理解。

电影《朱诺》里，父亲对女儿
语重心长地说：“找到一个爱你本
来样子的人。不管好脾气，还是坏
脾气；丑也好，漂亮也罢；爱你的
帅气，爱你的一切。”

我也在自己的书里讲过我父母
的故事。我爸年轻的时候，非常非
常受欢迎，大高个，会写诗会弹吉
他。我妈是个相对普通的女人，在
人群中没有那么显眼。但我爸却一
眼看到了她的优点：对书的热情，
和对世界的好奇心。

我始终相信一点，就是感情是
相对均衡的，没有绝对的孰强孰
弱。

一个人吸引你，你爱上一个
人，绝对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我们
不妨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一段复
盘：我是如何爱上 ta的？ta是因为
什么吸引我的？ta的缺点可能和星
星一样多，优点像太阳一样少。但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星星就消失
了。

其实不用太过改变别人，或者
迁就对方而折磨自己。我们都不是
因为理想型而喜欢一个人。而是喜
欢谁的话，那个人就会成为理想
型。

（摘自《意林》）

这才是很多女孩单身的真相

纵观历史，每个人的命运，除了和自己的
努力有关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被一种神秘
的力量决定。

这种东西，英语叫做 Luck，中文叫做运
气、运势、命。

一代一代的人，都被这种东西操控着、拨
弄着、掌握着，有的人坦然接受了它的安排，
也总有人试图研究清楚它的规律，但是从来没
有人成功过。

但是还有很多人，从一些微小的事情中总
结出了一些奇妙的规律，然后觉得像是掌控了
它，这种行为就叫做迷信。

在大清朝亡国的一百多年后，还是有很多
人在迷信着——

老年人的迷信
说起迷信，最容易想起来的就是老年人。
譬如爷爷奶奶对于说某句话或者做某件事

的忌讳，隔壁奶奶关于算命的迷信，农村老人
关于73和84是个坎的说法……这些就是狭义上
的迷信。

老年人的迷信，一般是经过岁月洗涤后的
迷信，他们对赚钱没什么大的兴趣，最关心的关心的
是平安和健康。

比如上飞机前要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的习的习
惯，第一次听说时还觉得很奇异，第N次看到
后会对祖国的迷信现状产生新的认识——

比如坚信以形补形，吃猪蹄可以治骨折，
吃核桃能补脑，吃红枣补血，也不知道吃了蓝
莓能不能回魔？

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锻炼方式——
老年人的迷信，充满了面对命运无常的无

力抗争，让人看了不知道该好气还是好笑。

中年人的迷信
中年人爱财，取之佛和道。
中年人的迷信一般和钱有关，他们相信钱

和运有着某种无法参透的关系，而术业有专
攻，于是最爱求助那些讳莫如深的大师们。

而大师们为了解决一个根本的逻辑问题：
“既然能参透机缘，那你为何也没钱？”所以一
般喜欢给自己披上一层“淡泊尘世不爱钱财”
的外衣。

于是中年人的迷信，就是一场大师和爱财
者之间的相互促进GDP游戏。

尘世里的大师一半在知识付费频道里，另
一半在各个山头寺庙道观中。

也有些中年人不愿意被大师操弄，选择把
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还有一些公司，除了在公司大楼外摆放泰
山石，还要严格遵守风水和运势来上线和更新
——

很多成功的中年人，总有足够的理由说服
自己去迷信，比如他们会借口该做的都做好好
了，于是不得不在风水上努努力。

年轻人的迷信
年轻人从不迷信，除非涉及星座、水逆和

杨超越。
他们一边嘲笑着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迷信，

一边用着杨超越的头像，转着锦鲤，算着暗恋
的人的星座。

当然年轻人有足够的理由去嘲笑中老年人
的迷信，他们还需要不远千里的去寺庙里烧香
拜佛——

而年轻人只需要在网上转转锦鲤就行了。
如果星座算出来的运势不准，还有上升星

座来解释，丰富的理论框架，翔实的日期分
析，满足你的各种日常需求。

实在不行，换个头像就能转运，杨超越的
不行，换信小呆的再试试？但是千万不要用财
神的，会跟你大伯撞头。

曾经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迷信的年轻人，不不
知不觉中构建起了自己的迷信体系。

等到某天转头一望，跟父母的迷信历程似程似
曾相识。

后来大家才慢慢明白，大部分的迷信迷信，只只
不过是为了面对世间的不定和沉浮，对对自己内自己内
心的一丝慰藉。

从一开始的觉得自己能掌控人生控人生，到到后来后来
的力不从心，大概概只要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还存在着还存在着，，迷迷
信就不会消失吧吧。。

它们只是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据据微博“西二旗生活指北”）

当代老中青年
迷信行为大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