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怀是什么？我想说的情怀，
不是那种宏大的、家国天下、黎民
苍生的大情怀。 我想说的是属于
私人化的小情怀， 就是类似情趣
的意思， 同时又比情趣多了一种
开阔、厚重、绵长的意味。

人是应该有点情怀的。 我所
理解的情怀， 是保留悲悯与善良
的天性，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坚守内心的追求， 有自己独特的
生活方式， 活出自己的风采和境
界。换句话说就是，人要为自己的
心而活。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让
心灵保持润泽和鲜活， 不要忽略
生活中那些能够给予我们心灵营

养的东西。
有点情怀， 生活就不会那么

干瘪生硬， 而是充满了趣味和快
乐。我想，还是打个比方来说吧。
不知你有没有见到过干花： 一捧
干巴巴的东西，看上去很丑，可是
用水一泡， 这东西就发生奇迹般
的变化， 被泡过的干花慢慢膨大
起来，鲜活起来，变成色彩美丽的
花，开始再一次绽放。所谓情怀，
就跟这里面水的作用一样。 如果
没有情怀的浸润， 人生会就非常
乏味枯燥， 而情怀让你的生命像
花一样鲜活、丰盈、饱满、灵动。

而情怀很容易被忽略， 被我
们搁置在心的某一个角落里，淡
忘了它的存在。美国作家、哲学家
梭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天性
中最优美的品格， 好比果实上的
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

以保全。”情怀也是如此，小心呵
护， 才能保留那份柔软细腻的心
境和纯净简单的情怀。 比如前几
年那位想去 “看看世界” 的女教
师，在匆忙的生活和工作中，她依
然听到了自己内心发出的微弱声

音：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
是，她沿着心指引的方向出发，去
寻找生命中那些能够让心灵丰盈

的清泉。她是有情怀的，她的情怀
在于热爱生活，不被俗世所累，关
照自己的内心。

可是，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做
到这一点。每天，我们一头扎进纷
繁琐碎的生活中，机械地忙碌着，
忘了给自己留一片心灵的栖息

地， 也忘了给自己留份优雅的闲
情和浪漫的情怀。长此以往，我们
会陷入空洞和单调中， 只会疲于

奔命，忘记了生命的美好。
有点情怀是件幸福的事。不一

定去远方 ，不一定看世界 ，我们都
能营造属于自己的心灵城堡，做个
有点情怀的人。

我的一个同学，毕业后一直在
乡村小学教书。很多人劝他调到城
里，他始终不为所动。他在乡下，一
边教书，一边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
子。 他在自己的小院里种花养草，
闲时去山里逛逛 ，体会 “鸟鸣山更
幽”的意境，日子过得很是惬意。他
说 ，一个小院 ，一所学校 ，一群孩
子 ，一座大山 ，就能够让他的心灵
无比满足 。我以为 ，他是个有点情
怀的人。

有点情怀，无论身处什么样的
境况中 ， 你的人生都会多出几分
生趣， 几分快乐， 几分精彩！

有 点 情 怀
☆ 马亚伟

父母的心， 儿女是否真的明
白？父母需要什么，儿女是否真的
懂得？

退休后， 从工作岗位回归家
庭， 从原有的生活模式中脱离出
来，不少老人很难适应，易产生孤
独、失落感，儿女及照护者应在生
活中仔细观察老人的变化。

如果老人出现以下情况，但
又没有明确疾病， 也许是心理健

康出了问题： 排除身体疾病因素
外，不明原因的不舒服；长期精神
不振、失眠；性格改变较大；易激
动，为小事而大发脾气，对周围事
物总是看不惯、 不称心； 淡漠无
情，凡事无动于衷，生活缺乏兴奋
点等。

恶劣的情绪会让老人吃饭不

香、夜不安宁、头晕脑胀，长期情
绪激烈变化将导致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内分泌失调以及免疫功能下
降，引发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

老人要保持情绪稳定、平和幸
福，应多关注内心，调节情绪：不过
分苛求自己 ，懂得欣赏自己 ，淡忘
过去；对他人期望不过高 ，邻居亲
朋不攀比 ；找人倾诉烦恼 ，及时疏
导、宣泄不良情绪和负能量 ；对人
表示善意 ，少结积怨 ，生活自然平
静；知足常乐，和为贵；保持乐观与
好奇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
活。不过 ，如果老人出现明显的情
绪、记忆或精神症状 ，可能罹患严
重的精神障碍 ，应及早就诊 ，进行
心理评估及治疗。

另外， 子女要多关心父母，平
时一个电话也许比 “过节费 ”更温
暖 ； 可考虑给丧偶的亲人找个老
伴，生活有照顾、精神有依靠。社区
也要在生活上多关照老人，定期组
织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 王桂香

多疑：更年期常见的不正常心理状态

☆☆ 刘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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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是更年期最常见的不正

常心理状态， 一些妇女在年轻时
的个性特点并非如此， 但到了更
年期却会逐渐出现多疑情形。 更
年期妇女的多疑心态严重地影响

了其人际关系。 对此， 患者本人
很苦恼， 周围的人也难以理解和

接受 。 多疑心态的表现多种多
样， 在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工作
岗位上的人表现也不完全一样，
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感知觉过敏 。 过分敏感 ，
把发生在周围的一些不愉快事件

强行与自己联系， “听了风就是

雨 ”。 听说同龄妇女生癌死亡 ，
马上会联想到自己可能也会有同

样的结局； 在家里， 孩子放学后
晚归， 会联想起路上是否发生车
祸； 有女性人士往家里挂电话或
丈夫晚归， 联想是否有第三者；
如此等等。

2．特别关注流言蜚语。 在一
些单位里， 总有一些人喜欢传播
小道消息， 或是流言蜚语， 某些
更年期妇女就是这些传播的积极

参与者和受害者。 当流言蜚语被
夸大、 失实时， 造成人际关系的
紧张， 对更年期妇女来说， 又是

一种恶性刺激。
3．行为动作关系。 即对

别人的某些行为和动作， 作
盲目联系。 有时别的几个人
在一起轻轻的议论某件事，
正巧某位更年期妇女走过，
他们停止了议论或突然发

笑。 尽管这些人议论这事与
这位妇女毫无关系， 但她马
上会敏感地联想到 “他们背

后在议论我”。 心中顿生怨气， 情
绪也会立即波动起来。

4．盲目怀疑 。 尤其对一些涉
及其本身利益的事无端地盲目怀

疑 ， 如当晋级 、 奖励 、 “评先 ”
中的一些结果没有满足其本人的

愿望时， 她就会盲目怀疑， 既怀
疑单位 （部门） 领导、 人事部门
中有什么人在背后作怪， 甚至扳
着手指将这些领导干部逐个排队，
也可能怀疑同一部门的人员是否

在背后打过小报告， 搅掉了自己
的好事， 一旦认定， 愤恨之心就
会急剧上升。

对此， 患者及其家属， 要有
充分、 准确的认识， 并及时就诊，
请有经验的医生诊治。

同学聚会， 有人提议，谈
谈各自的理想和现实生活。一
时间 ，大家踊跃发言 ，慷慨陈
词，大多数同学都抱怨理想和
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把梦想
描述得特别美，而把当前的工
作说得极枯燥无聊，只有极少
数人对现实生活很满意。我们
同学中，很多人在乡镇机构任
职 ，这份工作虽然稳定 ，但事
情繁琐，待遇又低，升职又难，
很多人在同一个岗位上干了

十多年，也难免感觉生活不尽
人意。

其中一个同学，她说她曾
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家花

店 。她跟我说了无数次 ，她说
不想再过这种五天八小时的

生活了，她想每天生活在鲜花
丛中。 可是她说了十多年，班
依旧上了十多年。我曾经提议
道 ：实在想开店 ，你就先请几
个月假， 试试开店适不适合，
实在不行 ，再回去上班 。她说
怕别人笑话， 又怕开店失败，
还是没有行动 。这些年 ，她也
渐渐习惯了五天八小时的上

班生活，不再提当初开店的梦
想了。

有一个男同学，他说曾经
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小说

家。 但他在单位天天写公文，
加班又多， 闲暇的时间很少，
很少有机会写小说 。 现在的
他 ，写得一手好公文 ，可是在
小说的写作上，却没有任何起
色。他说，公文写久了，都不会
写小说了 ，这辈子 ，估计只有
到了退休后， 再重新拿起笔，
写一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他
还说，当初写小说的灵感和渴
望，也渐渐地淡了下去。

当初内心的渴望是那样

深烈而急切 ， 经过时间的洗
礼，有些变成了云淡风轻的谈
资，而有些变成了人生最大的
动力，最终成为骄傲的资本。

而另一个同学，当初分配
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他想
从事环保事业，于是他筹措资
金，开了一家工厂，虽然刚开
始他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他
通过不懈的努力 ， 挺过了难
关， 工厂渐渐步入了正轨，如
今，生意红火，收入稳定，闲暇
时，带着家人这里走走 ，那里
逛逛，生活得非常惬意 。同学
们都很羡慕他， 说他运气好，
有眼光。而他只是说：“我只是
珍惜了内心的渴望，做了自己
最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了
不起。”

想起今年北大开学典礼

上，孙祁祥教授的发言感动了
很多人，她说：“请珍惜内心的
渴望，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
事情，而不要人云亦云 、心浮
气躁； 不要去跟别人攀比，做
最好的自己足矣。当然 ，选择
自己心所属并坚守，有时可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
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将会有更
多的淡定和从容，更多的积淀
和突破，更多的喜悦和快乐。”
是啊，珍惜内心的渴望 ，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才能过得如鱼
得水，才能拥有无怨无悔的诗
意人生。

内心的渴望，不去努力实
现它，最终会变成泡沫灰飞烟
灭， 及时地珍惜内心的渴望，
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也会像
一首诗一样， 简单而精致，美
丽又动人。

珍惜内心的渴望

关心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 周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