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几

天长沙大暴

雨。 我 和

小 伙 伴 晚

上 12 点 撑

着伞从司门

口准备去南

门口看德国

对法国的球

赛。当时我

和 她 聊 起

我最近生活

遇到的问题

和纠结。她

站在我的角

度劝我，不

要轻易去决

定 和争取，

让别人去替

你做决定和

选择，这样

后悔的机率会小很多。我当时深深地认

同了她。

极力自保，总把不好的后果无限扩

大。在无法做判断的时候宁愿停滞不前

也不愿意承担风险，宁愿当改变发生的

时候再随机应变，也很难自己去发起一

场改变，哪怕是一些自己渴望的改变。这

些貌似都是相当典型的中式思维。

我一个好朋友，拿着还不错的工资，

辛辛苦苦做了几年，可每次见面都在吐

槽自己工作环境多么让自己受不了。上司

多么无脑，升职多么无望，想辞职喊的勤

快，可每次话锋一转又开始盘算：辞职

以后还找不找得到这么高工资的工作呢？

万一辞职以后换的工作也不好怎么办呢？

万一新上司比这一个还傻还天真呢？然后

因为不敢去揭开不确定的未来，所以，一

直心怀怨念继续在老地方呆着，嘴里依然

喊着要辞职，可永远不会果敢行动。

我另一个好朋友，她在培训学校当

老师，也拿着不错的工资，辛辛苦苦工作

了几年，攒了一笔积蓄，然后毅然决然的

辞职去穷游世界了。大家都觉得她不理智，

说她又没有谈恋爱，现在稳定的工作也

丢了，环球世界什么时候去不行？为什么

非要现在呢？风险太大了，会辜负她的未

来的。可她不听，背着背包就走了，在旅

途中一边打工一边游玩。没钱了就在华

人区当英语老师，认识了世界各地的朋友，

后来遇见了现在的帅哥男朋友。两个人牵

手继续旅游。现在身边的朋友再没有人

说她不理智，都觉

得她超赞超有种，

甚至超羡慕她。觉

得她过得果敢又洒

脱。

其 实 从 来 都

没有什么既定的未

来。未来不是靠一

个“去做”还是“不

去做”的选择就决

定的。选择只是一

个开始，之后我们

还要为“怎么去做”

做规划。虽然确实

尽全力去做后，自

己走出来的未来并

不一定都有幸福的

结局，但若成功呢？

那是不是就活成了

一段传奇？活出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奇

迹？

    更何况，这场豪赌的运气并不倚

仗别人，不像赌球一样要乞求别人许

你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场豪赌的胜负

99% 攥在你手里，1% 天注定。

一人只有一次生命之旅。我们无时

无刻不在做决定：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

决定牵谁的手，决定过什么样的人生。

到底是碌碌无为还是听从内心，都从一

个决定开始；到底是安于现状还是勇敢

追求，都从一个决定开始；到底是平静

安全还是跌宕起伏，都从一个决定开始。

命运本来该掌握在自己手上。很多人明明

对改变之后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像，但

对于得到这些美好的倚仗却是别人的错

误或自己的运气。多傻。

若你想到一个决定足够让你脑充

血，心脏狂跳，激动向往，那么把对那

些不好预计的假设丢掉吧，就让自己去

做。趁着年轻。

劝完你们要冲动要果断，文章字数

也够了。我又可以有时间来纠结自己的问

题了，容我再好好想想，计算一下得失，

到底该怎么办……

这或许就是因为自己太怂，所以希

望看见别人的勇气。又是因为明白勇敢有

多难，所以才费力去歌颂。我真心崇拜

仰望每一个遵从自己内心活着的人，真

心希望你们都能得到自己灿烂的奇迹。

而你们将永远年轻下去，看着我们这些平

庸的大多数就这样碌碌无为的老去。

前几天出差，在飞机上两

个小时，听后排一姑娘对男友

控诉了两个小时。姑娘情绪小

激动，声音清亮，一点也不忌

讳他人听到。听着姑娘一席话，

我不禁想起一个词——“冤家”。

姑娘的话像倒豆子，滚滚

而出。“我对你那么好，可你总

是对我不好。也有别的男人对

我好，可我就是喜欢你。我就

是有这么贱。”“我也想过分手，

可就是舍不得。我的那些姐妹

都不看好我们。我还总是在她

们面前说你好，给我买礼物，

给我做吃的，将来还会给我买

房子，全是我编的。其实我心

里痛苦死了。”“我就是想跟你

在一起。上次我们一起去香港

玩，海上起大风浪，船都快翻

了。你姐姐他们吓死了，可我一

点都不害怕，因为你在我身边。

如果要死，就跟你死在一起。”

姑娘不停地说，其男友偶

尔嗯啊几声，含糊其辞。我开始

无比同情这姑娘，痴心一片无人

懂啊！飞机快降落时，终于听小

伙子说了一句清楚的话：“你就

是太神经质了，受不了。”一听

这话，姑娘马上又求情：我以

后不这样了好不好？我有什么缺

点你直接跟我说，我会改正的。

我们以后再也不吵架了好吗？

飞机落地。终于见到这一

对，姑娘牵住小伙的手，小鸟

依人状，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见到他们的模样，我顿时同情

小伙子了。这姑娘穿一双 12 厘

米以上的恨天高，超短热裤，

紧身网状透背装，夸张的爆炸

式蓬蓬头，嘴唇薄而艳。小伙

子呢，还没姑娘高，白 T 恤，

牛仔裤，笑容腼腆，单瘦得很。

大致可以判断，虽然姑娘

一直在诉苦，实际上是强势一方。

小伙子对女友的感情消化不了，

时常想逃避；姑娘拼命想控制

男友的感情，可拳头又像打在

棉花上，有力无处使。分开吧，

舍不得；在一起吧，不快乐。

典型的一对“冤家”。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冤家是这样解释的：（1）仇人。

如冤家对头。（2）指似恨又实

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舍不得

的人。旧时戏曲或民歌中多用来

指情人。

仇人和情人，一个恨，一

个爱，都用一个词来表达，可

见二者在情感本质上有相通之

处。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似

恨又实爱”，仇人也？情人也？

冤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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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词典

仇人情人都是
“冤家”，为什么

爸爸画画我话画

作家浮石最近一直在画画，他把自己的画集取名《浮石绘话》，大意就是
用画笔说他想说的话。

浮石的画和话都是他自己的生活感悟。寥寥数笔加寥寥数语，一幅画
就完成了。天然去雕饰的拙味，信手拈来的从容，跃然纸上。浮石的女儿胡
嘉乐，中学时代就开始写小说，在爸爸写《红袖》的时候，17 岁的她就写
了小说《十七跋》，六年前《今日女报》因此推过“父女作品连载”。现在，
我们再度让父女联手推出这个专栏《爸爸画画我话画》，意思你懂的——爸
爸的“画”，女儿的“话”。让年轻的才女来解读“上了年纪的爸爸”的画，
会不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快感呢？

编者按

浮石
作家，著有
小说《青瓷》、

《红袖》、《皂
香》等。

胡嘉乐
浮石之女，编
辑，著有小说

《十七跋》、《宫
非宫》等。

题字释文：已经研究好了烹饪兔子的 N
种方法，就等那只傻兔子来撞树了。很多
人对于得到某件东西之后的生活充满了美
好的想像。对于怎样得到那件东西倚仗的
却是别人的错误和自己的运气。

浮石画作

做个决定有多难

 仇人和情人，一个恨，一个爱，都用一个词来表达，可见二者在情感本质上有
相通之处。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似恨又实爱”，仇人也？情人也？冤家也。

“女人词典”，一些耳熟能详的词语，蕴藏着
有趣、生动、耐人寻味的常识。这些关乎女人的
常识，随着时光演变，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词语需要探讨，或者你
对上文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通过 QQ 
112743617 与编辑进行交流。

查看更多专栏内容请上凤网博客 www.bbs.
fengone.com。

“冤家”一词，最早出自唐笔记小说《朝野佥载》。

此书主要记载隋唐两代朝野轶闻，其中记有：“此子

与冤家同年生”。此处“冤家”便是指仇人。后来，

在唐宋诗词、曲赋，明清小说中，“冤家”又演变成

对情人的称呼，沿用至今。

“不是冤家不聚头”，有缘的人，有情的人，往

往就成为“冤家”。如，婆媳冤家、父子冤家、兄弟

冤家等等。有时，我们也称孩子为“冤家”。我有个

朋友的孩子，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总是跟老妈对着

干。我这朋友泼辣又智慧，可经常被孩子气哭。她

一哭，孩子不但不收敛，还不耐烦地朝她咆哮：“又

哭又哭，你真没出息！”唉！你看这如今都什么世道

啊！某天，我这朋友终于想通，温婉地对女儿说：“小

冤家，你就放肆气我吧。过几年你就长大了，要离

开妈妈去外面的世界，到时我想让你气我都没机会

了。你气我吧，我不生气。”呵呵，这就是父母之爱吧。

不管小冤家如何惹你生气，你依然还是那么爱他（她）。

当然，在“冤家”的家族里，最典型的还是男

女恋人这一对冤家。没有什么关系能比恋人冤家更

能体现“似恨又爱”的境界了。

宋人蒋津在笔记小说《苇航纪谈》中，曾有精

彩记述 ：“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

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两情相系，阻

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所谓冤家者二。长

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销魂，悲泣良苦，所谓冤

家者三。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

断，所谓冤家者四。怜新弃旧，孤思负义，恨切惆

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角易悲伤，

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

“冤家”的六种含义，全面概括了男女之间缠

绵悱恻、爱恨交加、死去活来的复杂情感。

冤家相逢，“似恨又实爱”，情为何物？

中国的武侠小说，是最擅长描写这种“冤家路窄，

狭路相逢”的苦情了。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李莫愁在生命终结时，

一个筋斗，从山坡上滚入烈火之中，最后留给人间

凄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

就中更有痴儿女……”

欢乐趣，别离苦，痴儿女。金庸小说中的众多

女侠，独立意志，行走江湖，追求真爱。只可惜，

女人爱上的那个男人，身边往往又有一堆其他的女

人。如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芷若、赵敏，

杨过身边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粤、郭芙、

郭襄。就算她们痴心一生，依旧得不到想要的幸福，

最终与那个男人成为爱恨纠缠的“冤家”。

 2013 年有篇高考满分作文，《谁欠谁的幸福》，

精辟诠释了这种“冤家”情感：“张无忌放弃了江湖与

江山。他把幸福给了赵敏，却把牵挂给了小昭，把漂

泊给了蛛儿，把憾恨给了芷若……杨过和小龙女最终

做了神仙眷侣。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

他装作不知道，程英和陆无双为他负尽青春抛尽韶华，

郭襄为他天涯思君念念不忘；也许他记得，也许他不

记得，曾经有一个叫公孙绿萼的姑娘把一生停驻在他

一刹那的目光里。而他所能给的，也只能是一曲清箫、

三枚金针或者某一刻的眷顾而已……这世间，太少的

相濡以沫，太多的相忘江湖……”

不是冤家不相逢，不是冤家不相爱。每个人的

一生，都会遇到生命中的“冤家”。

既然如此，就请珍惜身边的“冤家”吧。就像

我在飞机上遇到的那对恋人，在吵吵闹闹两个小时

后，还是手牵手地走在了人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