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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微美文■

1、彩票
许多市民提出：“2 元彩票

没涨，赶紧买彩票吧！” 不过
马上有人反驳：“虽然彩票没涨，
但现在中了 500 万，扣完税在
一线城市只能勉强买个好一点
的三房，杯具（悲剧）啊！”　

2、报纸
随着纸张价格上涨，部分

报纸开始调整价格。不过也有
不少报纸 10 年如一日，依然 1
元 / 份。

某日报的忠实读者王女士
告诉记者，与 10 年前相比，报
纸越办越出色，版数越来越多，
而价格却一如既往地一元一份。
每次拿着沉甸甸的报纸，心里
就觉得很舒坦。　　　

3、公交车票价
公交车没有涨价，成了各

地市民的共识。例如，从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广州市公交优惠
新方案出台，公交、地铁乘用
15 次后六折，BRT 票价从原来
的 2 元～ 6 元改为统一 2 元。

4、公园免费
在各大城市的公园，随处

可见锻炼身体的老人，其乐融
融游乐的一家三口。公园免费
让市民越来越贴近绿水青山。

5、部分日用品
如今，食品类价格和居住

类价格成了物价上涨的主要推
手。但网民们仍然找出了不少日
常食品中不涨价的。如袋装的
酱油、黄酒、普通的盐，跟 10
年前一样，还是大约 1-1.2 元每
袋。各地网友趁此怀旧，纷纷
把儿时的小食搬了出来，发现
不少十几年未涨价。如 NOYOKI
棒棒糖还是 0.5 元 1 根，小浣熊
干脆面一直都是 1 元 1 袋，海
碧汽水数年如一日的 1 元 1 瓶
……　　　　

6、电脑、相机、手机等电
子产品

电脑、相机、手机等电子
产品在这 10 年来降价很厉害，
不少市民深有感受。

最近，湖南师大的陈老师
买了一台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高清、仅重 1.4 公斤，价格才
3000 多元”。陈老师觉得超值。

7、通话费
今年起，手机打长途话费

降价，移动电话在本地拨打长
途电话时，将取消现行叠加收
取的本地通话费，每分钟通话
费降低了 0.4 元到 0.6 元。

刘先生告诉记者，10 年前，
那时候移动话费 0.4 元 / 分钟，
而且要双向收费。现在不仅有
各种套餐可以选择，而且单向
收费，通讯费一下子便宜了起
码一半。

10 年前，在网吧上网要 4
元 / 每小时，现在一些网吧最便
宜的只要 0.5 元 / 每小时。现在，
在家上网包月才七八十元。

8、汽车
10 年前，汽车被称为“奢

侈品”，令绝大多数国人可望而
不可及。现在，一辆桑塔纳的
价格就是七八万元，物超所值，
普通工薪阶层都能承受。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李莎”
推荐分享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一位
农夫的果园里，紫红色的葡萄挂
满了枝头，令人垂涎欲滴。当然，
这种美味也逃不过安营扎寨在
附近的狐狸们，它们早就想享受
一下了。

第一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它发现葡萄架要远远高出它
的身高。一会儿，它发现了葡萄
架旁边的梯子，回想农夫曾经用
过它，因此，它也学着农夫的样
子爬上去，顺利地摘到了葡萄。

（这只狐狸采用的就是问题

解决方式，它直接面对问题，没

有逃避，最后解决了问题。）

第二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它也发现以它的个头这一辈
子是无法吃到葡萄的。因此，它
心里想，这个葡萄肯定是酸的，
吃到了也很难受，还不如不吃。
于是，它心情愉快地离开了。

（这只狐狸运用的是心理学

当中经常提到的“酸葡萄效应”，

也可以称为文饰作用或合理化

解释，即以能够满足个人需要的

理由来解释不能实现自我目标

的现象。）

第三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刚刚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深深地被主人公的精神所打动。
它看到高高的葡萄架并没有气馁，
它想：我可以向上跳，只要我努力，
我就一定能够得到。可是事与愿违，
它跳得越来越低，最后累死在了
葡萄架下。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

学上我们称为“固执”，有时我

们也称它为强迫症。它说明，不

是任何事情的最佳方案都是解

决问题，要看自己的能力、当时

的环境等多种因素。）

第四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一看到葡萄架比自己高，愿望落空
了，便破口大骂，撕咬自己能够得
到的藤，正巧被农夫发现，一铁
锹把它拍死了。

（这只狐狸的行为我们称它

为“攻击”，这是一种不可取的

应对方式，于人于己都是有害无

利的。）

第五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一看自己的身高在葡萄架下显得
如此的渺小，便伤心地哭起来了。
它伤心为什么自己如此矮小，它伤
心为什么葡萄架如此高。

（这只狐狸的表现我们在心

理学上称之为“倒退”，即个体

在遇到挫折时，从人格发展的较

高阶段退到人格发展的较低阶

段。）

第六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仰望着葡萄架，心想，既然我
吃不到葡萄，别的狐狸肯定也吃不
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
好遗憾的了，反正大家都一样。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学

中称之为“投射”，即把自己的

愿望与动机归于他人，断言他人

有此动机和愿望，这些东西往往

都是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

第七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站在高高的葡萄架下，心情非常
不好，它在想为什么我吃不到呢，
我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啊？越想它
越郁闷，最后郁郁而终。

（这只狐狸的情况是“抑郁

症”的表现，即持久的心境低落

状态为特征的神经性障碍。）

第八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尝试着跳起来去够葡萄没有成
功，它试图让自己不再去想葡萄，
可是它抵抗不了，它听说有别的狐
狸吃到了葡萄，心情更加不好，最
后它一头撞死在葡萄架下。

（这只狐狸的下场是由于它

心理不平衡造成的，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不

患无，患不均”的现象。）

第九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同样是够不到葡萄。它心想，听
别的狐狸说，柠檬的味道似乎和
葡萄差不多，既然我吃不到葡萄，
何不尝一尝柠檬呢，总不能在一
棵树上吊死吧！因此，它心满意足
地离开去寻找柠檬了。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学

上我们称之为“替代”，即以一

种自己可以达到的方式来代替

自己不能满足的愿望。）

第十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下，
它看到自己的能力与高高的葡萄架
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以现在的水
平和能力想吃到葡萄是不可能的
了，因此它决定利用时间给自己充
下电，报了一个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学习采摘葡萄的技术，最后
当然是如愿以偿了。

（这只狐狸采用的是问题指

向应对策略，它能够正确分析自

己和问题的关系和性质，找到最

佳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比较好的

应对方式。）

第十一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它转了一下眼睛，把几个同伴
骗了来，然后趁它们不注意，用
铁锹将它们拍昏，将同伴摞起来，
踩着同伴的身体，如愿以偿地吃到
了葡萄。

（这只狐狸虽然最后也解决

了问题，但它是在损害他人利益

的基础上来解决的，这种应对方

式不可取。）

第十二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这是一只漂亮的狐狸小姐。它
想我一个弱女子无论如何也够不
到葡萄了，我何不利用别人的力量

呢？因此，它找了一个男朋友，这
只狐狸先生借助梯子给了狐狸小姐
最好的礼物。

（这在心理学上称为“补偿

原则”，即利用自己另一方面的

优势或是别人的优势来弥补自

己的不足，这种方式在一些情境

下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第十三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它对葡萄架的高度非常不满，
这导致了它不能尝到甜美的葡萄，
于是它就怪罪起葡萄藤来，发泄
完后，它平静地离开了。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学

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抵消作用”，

即以从事某种象征性的活动来

抵消、抵制一个人的真实感情。）

第十四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发现自己无法吃到自己向往已
久的葡萄，看到地上落下来已经
腐烂的葡萄和其他狐狸吃剩下的
葡萄皮，它轻蔑地看着这些，作
呕吐状，嘴上说：“真让人恶心，
谁能吃这些东西啊！”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

学上我们称之为“反向作用”，

即行为与动机完全相反的一种

心理防御机制。）

第十五只狐狸来到了葡萄架
下，它既没有破口大骂，也没有坚
持不懈地往上跳，而是发出了感
叹，美好的事物有时候总是离我
们那么远，这样有一段距离，让
自己留有一点幻想又有什么不好的
呢？于是它诗性大发，一本诗集从
此诞生了。

 （这只狐狸的行为在心理

学上我们称之为“置换作用”，

即用一种精神宣泄去代替另一

种精神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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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告诉这个世界上
的女人呢——送钱一点也不俗气
啊！

有个男人总问我，我真是太
爱你了，爱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
好。非逼我再说一次，自从钞票发
明以来，这个问题就只有一个答
案好吗？

是的，很多时候感情这玩意
很抽象，钱却是很好的度量衡。
金钱不能替代真爱，金钱却能表
达真爱。

有姑娘跟我说，我跟男友恋
爱两年了，一直 AA制。吃饭看电
影旅游，AA制我都忍了，连打的、
开房、买避孕套都要 AA。我为此
跟他吵过很多次，但他坚持男女
平等，就该费用均摊，还骂我太
看重金钱，搞得我不好意思为此
跟他分手。毕竟，我不想被扣上
拜金主义的帽子。对了，他还送我
一本波伏娃的《第二性》，让我好
好研究一下女权运动，提高一下思
想境界——姑娘，您这么单纯好
哄，绝对是少先队员啊！连开房和
买避孕套都要 AA 的男人，贱出了
新意，贱出了风格。

我不是说开房和买避孕套就
必须男方出钱，但有必要回回都
AA吗？

男人总是跟你 AA，翻译成白

话文就是：他更爱自己。
还有个姑娘，跟老公结婚四

年了，老公买了什么股票、选了什
么国债、投资了什么商铺，都是他
的终极隐私，她一好奇一过问，
对方立马翻脸，觉得她多事，借口
还是那套陈词滥调，“夫妻之间要
给对方留有空间”。一个男人不告
诉你他有多少资产多少钱，因为他
不信任你，没把你当自己人。当然，
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有钱到根本
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人家的资产
每分钟都在蹭蹭蹭往上涨啊，实
在数不过来嘛！比如中国首富王健
林，去年平均每天赚 1亿，每分
钟赚7万。人家顶级土豪的烦恼，
我等草根懂个毛？

男人对他的经济状况讳莫如
深，翻译成白话文依然是：他更
爱自己。

前段时间，我帮了一个土豪
朋友一点小忙，她说要送我一份隆
重的礼物——我忐忑不安，土豪
送我爱马仕怎么办？我会不会被双
规啊？

然后，我收到了一个花篮，
是土豪朋友亲手制作的。

谈钱是很伤感情——可是，
如果谈钱就能伤到的感情，不是
真感情。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看看周

围，有多少人，谈恋爱十多年，经
过了各种惨烈的考验，跨越了时间、
地域、星座、性格冲突等多重障碍，
都快结婚了，但为了一套房子署谁
的名字，婚前署还是婚后署，就
能瞬间撕破脸，视对方为贱人——
多年的感情，却敌不过一套房子。

这个时代已经进化到，房子
才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

可是明白这些残酷的现实，不
是鼓励我们把真爱投放到市场上，
明码标价地卖。不能上升到金钱
的爱不是真爱——这句话的最大价
值，就是辅助我们鉴别男人爱不爱
你，男人爱你就两个标志：首先，
舍得为你花时间；其次，舍得为你
花钱。除此之外都是瞎扯淡。

又有女生会说了，那怎样才能
让男人心甘情愿为我花钱呢？网上
大把类似攻略，比如要假装不功
利啊，要表现很矜持啊，要造成
有很多优质男人在争抢你的氛围
啊……我的建议是，与其纠结怎
样让男人为你花钱，不如想想你自
己怎么赚钱，你是缺脑还是缺手
啊？恕我刻薄，在当下的社会条件
下，一个人穷，除去天灾人祸，基
本上都源于懒。

刘瑜的书里说，她的朋友说了
句名言，笨是一种人品。

 有句话说得好，“以现在大

部分努力的程度，还轮不到拼智
商”。你笨主要是因为你懒，把智
力荒废掉了。

很多时候，穷也是一种人品。
要知道，人生做任何选择，

都涉及两个问题，你想要什么以及
你要得起什么。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一掷千金的男人谁不爱啊，但他
为什么不选刘亦菲范冰冰 Angela 
baby，非要选你 ? 理由，你要给
人家一个理由。如果你容貌、情商、
性格一无是处，唯一擅长的就是
好吃懒做，还指望多金帅哥囤着
豪宅来爱你，对不起，你需要的
不是男人，而是纯傻逼。

回到那个永恒的选择题：一
个年薪10万元的男人，愿意把 10
万都给你花；另一个年薪1000万
的男人，愿意给你100万，剩下的
留给自己。你选哪个？

我选那个给我10万的，然后
自己去赚 100万。

为什么要机关算尽地等着男
人施舍啊，我自己赚钱，爱给谁
花给谁花，多么地摇滚，多么地
酷炫。

不是每个男人都配让我花他
的钱的。这才是女人的最高境界，
好吗？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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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活■

中国十年都没
涨价的 8 样东西

不是每个男人都配让我花他的钱

十五只狐狸，十五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