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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事业有成，但36岁的他仍旧形单
影只。并不是因为他眼光有多高，而是他惧
怕婚姻。

在大卫的印象中，自己从小生活在鸡
飞狗跳的家庭环境中，每次父母发生争吵，
父亲会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大吼大叫，然后
砸坏一些东西后摔门而去。至于大人们吵
什么他已经记不得，记忆里只有女人的歇
斯底里和哭泣。

他不知道这个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
些都是爱他的人，偏偏他们之间似乎有着
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再后来，他长大了
些，白天在学校度过，只有晚上才回到家
里，吃完饭写写作业就睡了。家里似乎平静
了许多，只是那种紧张的气氛丝毫没减淡。

大学毕业后，大卫没有接受家里的安
排，背井离乡开始创业，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他的人生看起来貌似完美，实际上却
暗藏沟壑。感情对他来说像一把隐形的
刀。交了几个女朋友都因为受不了他敏
感的性格而分手，再后来他便不愿意再处
女朋友。

时间过得飞快，在他28岁那年，一向
对他不闻不问的父母终于破天荒地统一战
线——— 催婚。在他们看来，唯一的儿子长大
成人，早就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理应步入婚
姻。在父母的步步紧逼下，28岁的他第一
次去相亲。由于自身条件不错，看上他的大
有人在，他却对女方无动于衷。因为整个相
亲过程中他看着女方，脑子里一直充斥着

母亲当年的影像。
婚姻成了他内心深处的魔障。
大卫虽然从长相到工作能力各方面

都不差，但相了几年亲，仍然一无所获。
36岁的他很清楚自己未能走进婚姻到
底因为什么。理智告诉他婚姻不可怕，可
潜意识里他仍旧满心恐惧。这种纠结的
情绪差点让他陷入抑郁。

父母渐渐老去，他们不再吵架。为了
他的婚姻大事，他们有了共同语言和目
标，几乎活成了前所未有“恩爱”的样子。

即便如此，在大卫的认知里，婚姻依
然是一场灾难。

(为了不涉及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均
用化名)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敲锣打鼓地、踩着点
喧嚷而至。既冲淡了原有的光棍日荫翳，又放
送了如雨点般密集的优惠折扣，这场狂欢盛
典的受簇拥度可谓是只增不减。然而当诸如
你我这般处身其中的网民，企图通过“买买
买”来释放疲乏生活之压力时，殊不知我们却
被Internet这张虚拟大网所捕获，面临着“我为
鱼肉”存亡大劫。

当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这场电商联
盟的良心大回馈，看着那在平日里纠结了数百
回都没下得去手的物件，终于可以纷纷插翅而
来的景象时，内心无疑是花团锦簇的。我们都知
道这场促销活动逾期不候，而原价与现价相形
之下的优惠厚度是如此诱惑十足，更何况还搭
配着诸如满减、买几送几、消费额度最高者可获
价值四位数的礼品等充斥着节日独有的热闹氛围
助兴，大家伙儿可不满面红光地沉醉其中，醺醺然
不知蜃楼之真假。就当我们对着商家这组团般的
恩惠额手称庆之时，你可知商家满脸堆笑、和气一
团的背后，却是早已运筹帷幄、如意算盘噼啪作
响？原价可能是故意抬高、满减也许减掉的金额早
就囊括在你所买的物品中，买几送几的商品质量
也是令人瞠目继而无言以对，消费额度最高的评
定标准更是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因此，积
累了多年的受骗经验，大家不由得对今年如出
一辙的花样发出了有力的质问：究竟是真情让
利还是新一轮的糖衣炮弹呢？

就像是压抑了一周的反抗因子，借着周末
的自在时光，得以一触即发、全盘复活般，人们
趁着“双十一”的当儿，给自己找了一个取悦自
我的绝佳宣泄口：剁手式消费。事前罗列购物清
单、事中仔细货比三家、事后理性结账，这无疑
是值得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但对于情绪消费
者来说，往往这三个环节都被一个念头所冲垮：
别想那么多，就是一个买字，开心最大。当这种
念头膨胀到占据并支配个体的全部行动之时，
那就不单单是一种暂时性的情绪宣泄，而有可
能上升到心理疾病的症状反应。那就是所谓的

“购物狂”，由于自身的精神孤独、身心受损或是
妄自菲薄，加之缺乏健康的压力宣泄渠道，这些
购物狂(尤以女性居多)企图依靠疯狂采购来填
补心灵的空虚。而正如酗酒吸烟不能根治精神
的芜杂一般，狂热消费过后的虚无感亦是不减
半分。冲动之下买的东西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
或者你根本没必要买这么多，或者你目前根本
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可以任性购买的经济能力。
面对着屋内这一样样没有生命、垂头丧气的商
品，听着透支到干瘪的信用卡呜咽啜泣，热病褪
去的你是会继续兴致高涨还是被又一层巨大的
空虚湮没？

戴着面具的商家、伺机作乱的心魔，都在这
一天等着你。保持清醒、合理消费，祝君安度此劫。

肖莉芳

购物“劫”

思思、胡颖和大卫对于单身现状
的忧虑，或许可代表如今一大批大龄

“剩男”“剩女”们的典型心态。当然，除
了这几种情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各
种各样的原因。

“剩男”“剩女”这样的称呼，尤其
是其中的“剩”字，给人一种像商品一
样“被挑选”“被比较”“被物化”的无奈
感，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戏谑成分。然而
在我看来，所谓的“剩男”“剩女”们大
都是较为坚持自己以及内心比较强大
的。他们中大多数至少具备这样几个
特征：

承受压力能力较强。或者不那么
在乎外界给予的压力和流言，或具备
抵抗这些压力的能力。像思思一样，
虽然也为流言蜚语所困扰，但相对于
将就一段婚姻，她显然选择了另一种
方式；

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无论是因
为择偶标准过高，还是不认同传统的
相亲形式，或是存在原生家庭带来的
对于婚姻的负面预期，至少，他们不愿
委屈自己而屈从别人的标准，毕竟别
人的标准再精准也是别人的；

具备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
一个人可以生活得比较好，可以自己
养活自己，所以不需要为了生活和物
质而委身他人。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不妨把“被剩”看成是一种“选择”。选
择无好坏，虽然有得有失，但相信我们
在选择的那一刻，潜意识已经为自己
辨别出最适合的方向。

采薇(义乌市采薇心理咨询工作
室二级心理咨询师)

灶咨询师观点

是“被剩”，

更是“选择”

读者如有心理方面的困惑，欢迎将问
题发到邮箱2253341097@qq.com，或者添加
采薇心理微信18957989026留言，请注明“心
灵驿站版心理答疑栏目收”，本报将酌情挑
选并在栏目中予以解答。

遭博弈心理学

攒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说到单身，很多年轻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场景，想必都是美好的，有三五好友，打卡各式美食，

说走就走的旅行……

若是在“单身”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 大龄，似乎一切都变了味，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因

为大龄意味着你不年轻了，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玩耍了，你得该为终身大事着急了。

11月11日，“光棍节”。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也是属于年轻人的节日。无数以“剩”字辈自居的

年轻人在这一天焦虑、烦恼与狂欢。为什么“剩下”了？“剩下”有错吗？该怎么拯救那些“剩下者”？来

听听他们的故事，故事里有无奈，更有希望和启迪。

思思今年35岁，自己经营一家服装
店，她称自己为“资深大龄剩女”。

“我心里特别希望有个家，以前拒绝相
亲，现在也有点来者不拒的样子，就连离婚
带子的，我都会去看，我只想赶紧找个人嫁
了，堵住那些爱说闲话的嘴。”离职后的思
思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用工作填满
自己的生活。

“说实话，我从未感觉自己已老，可在
父母朋友眼里，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说到个人问题，原先开朗的思思，神色突然
黯淡下来。

这几年，父母对她的要求，从“找个合
适的”到“差不多就行”，每天念叨，后来她
索性以离单位近为由，自己在外面租了房
子。以为远离父母的唠叨，就有了清静的日
子，不料麻烦才刚刚开始。

房东是个比较势利的人，租房子时正
赶上淡季，租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旺季来

了，上门就要加租，思思跟他理论，结果对
方竟然怀疑她“一个姑娘家，有家不回，在
外面租房，谁知道你是干嘛的？我得加点租
金才保险……”字里行间流露出嘲讽与蔑
视，闹的同楼层的邻居看她眼神都不一样，
一气之下思思退了租，然后自己贷款买了
一套精装小两居。

有房子的单身女人，理想中的生活
应该是小资般浪漫的。然而，流言蜚语
又来了。

思思原先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工作
4年被上司提拔为部门主管，与她一同参
与竞聘的部门同事升职无望后，各种不配
合思思的工作，甚至在矛盾激化后，造
谣思思与上司暧昧不清。“谁知道私下有
什么交易，那么大不结婚，还有钱自己买房
子，这样的女人能简单得了？”部门同事的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直戳思思内心的
痛处。然而，更恶劣的情况是，这件事闹的

连上司都开始避讳思思，有新项目也直
接找别人……

午夜梦回，思思不止一次问自己：我
承认我年龄是大，但我自食其力，不等不
靠，凭什么要经受这么多的流言蜚语？剩
女就应该将就和凑合吗？剩女就不能有
一点自己的思想跟追求吗？为何我会招
来如此多的流言蜚语？

胡颖今年34岁，海外留学回来后接管
家里的生意，至今未婚。

“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步入了大龄未婚
剩女的行列了，说不急是假的，其实我内心
每天都在煎熬，渴望婚姻，更渴望被爱。”看
着同龄的几个姐妹都嫁做人妇了，其中不
乏两个孩子的母亲，比起婚姻里的烦恼，单
身似乎要显得快活许多，有人说她“一时单
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

外人看来，胡颖打扮新潮，气质出众，
加上家境殷实，按理来说不至于被剩下。之
所以被剩下，胡颖至今都后悔不已。“前阵
子家中老人过世，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婚
姻大事。”胡颖回忆，30岁之前自己都没有
认真考虑过结婚的问题，那个时候确实有
很多追求者，也谈过几次恋爱，都是因为一
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愉快，就果断分
手了，没有真正准备好进入婚姻的殿堂。

其实胡颖在28岁的时候，也谈过一
场很美好的恋爱。男友小陈对她体贴入
微，小陈父母为人也很好，对胡颖也特别
上心，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家庭条

件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到无法支付一
套房子的首付。“我爸妈也看出了我的心
思，跟我说房子可以我们家全额买了，先
让我们结婚，可我就觉得我还年轻急什
么，凭什么别人就能找到有房有车的男朋
友，我就不能呢？”

分手后，父母把相亲计划提上了日程。
胡颖也非常配合，觉得是时候该给自己找
个归宿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考虑的问题
越来越多。“家里给相亲了很多对象，有医
生，有教师，有律师，还有公务员，但我和他
们不是没有共同话题，就是感觉他们安于
现状，没有什么上进心。我一个女人都这么
要强，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比我弱的男人
呢？”就这样，胡颖连续相亲了五年，依然没
有找到想要的那个人。

“有一次我又工作到很晚，回家的时候
外面正下着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回家。梳
洗完已经凌晨一点了，我想要找一个人说点
什么，却发现手机通讯录里根本没有一个人
可以倾诉。朋友们已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
家庭；父母早已睡下，也不想让他们担心；至

于相亲的对象，这么晚了我不想引起什么
误会。于是我只能关掉手机，强迫自己睡
觉。”每当感到孤独的时候，胡颖都会想起
那段感情，这些年也喜欢过一些人，在他
们像小陈的时候。

“原生家庭带给我的阴影：婚姻是一场灾难”

“悔不当初，挑剔的我最终剩了下来”

大龄剩女，为何招来如此多的流言蜚语？

问：我有个不可理喻的老公和公婆，简直要
受不了了！公婆什么事都防着我，把我当外人，
对我说话挑三拣四、阴阳怪气的。我和老公诉
苦，老公竟然要我多理解他父母，体谅他们的辛
苦。天啊！我去体谅他们，那谁来体谅我？这样的
婚姻，这样的家庭，我该放弃吗？

心理咨询师采薇答：听上去你对老公有非
常强烈的愤怒感。在内心里，你非常期望自己的
老公可以来体谅体谅自己，而现实状况却
是——— 他总是和他的父母达成“统一战线”。不
知道当你老公让你感觉到偏袒时，你通常都是
怎么回应的？在我的日常工作中，不少遇到此类
问题的人会说，当感到不被老公体谅和理解，通
常她们会瞬间爆发出情绪，表达自己的生气和
愤怒，甚至和老公大闹一场，而结果往往是老
公并未真正理解她的内心所感所想，甚至认
为她“太强势”，更加站在自己父母的一边。人
们往往会用看起来更为有力和激烈的情绪来
掩盖内心无力和脆弱的部分，就比如用强势
来掩盖弱小，用愤怒来防御悲伤。如果你也属
于这样的情况，那么，换种方式——— 先不对老公
表现情绪，而是如实表达自己受伤的想法和感
受，试试看。

老公偏袒父母，这样

的婚姻值得继续吗？

遭心理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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