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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值得等待

“520”
没有人说“我爱你”又如何？
童敏
5 月 20 日 ，
本来是一个很普
通的日子， 却因
为 谐 音 “我 爱
你”， 这个数字，
成为恋人们表达
爱意和甜蜜的
“
暗号”。 而在淮
安， 有这样一群
女性， 她们聪敏
善良、经济独立，
却因为这样那样
的原因， 暂时没
有走进婚姻的殿
堂， 有人称她们
为“
大龄剩女”。
可是， 她们说，
“在没有找到对
的那个人之前，
我不想将就。 ”
520” 来
“
临，没有人说
“我
爱你”没关系。她
们说，“我会好好
爱自己”。

年龄：48岁
职业：自由职业者

童敏比同龄人看上去要年轻得
多，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没有
夫妻不和、 婆媳矛盾这些烦心事
啊。 ”到了这个年纪，她真的享受自
己的单身生活。
认识童敏的人都觉得她很较
真，“处女座的人都有 点 吹 毛 求 疵
吧，”对于单身到现在的原因，童敏
也无法解释得太清楚， 糊里糊涂地
就从二十多岁的青春韶华， 一路晃
到白发初生。 其实，在童敏的内心深
处，有一段不能触碰的过往，即使过
了二十多年，仍隐隐作痛。
童敏的初恋男友是高中同桌，

何小放
年龄：37岁
职业：律师

■淮海晚报记者
曹盈
“何小放”是网名，在她的朋友
圈里，“何小放”人如其名，是个豪爽
的姑娘。 除了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外，
何小放还是个工作狂。“朋友是我的

许薇
年龄：31岁
职业：公务员

许薇的相亲故事可以写成一本
书了。 在淮安，适龄男孩她见了不下
三十个，用她的话说，“不是在相亲，

那个从邻县来借读的大男生， 黑、
高、瘦，一笑露出满嘴大白牙，就是
那没心没肺的笑容打动了童敏的
心，两人开始长达三年的地下恋情。
高考过后， 童敏考上了南京一所大
学，而那个男生没有发挥好，上了山
东的一所大专。 异地四年，童敏和男
友每月从伙食费里省出路费， 去对
方所在的城市， 只为彼此最甜蜜的
笑容。 大学毕业后，童敏在一家企业
做会计， 而男友也早在一年前在淮
安找到了工作。
一晃到了26岁，童敏和男友准备
于当年的五一节结婚。 听说苏州有
婚庆用品一条街， 童敏就和男友一
起去选购结婚用品。 没想到，这趟苏
州之行成为童敏心中挥不去的痛。
“如果当时我没有坚持在那个雨夜
赶回来，说不定就不会出事。 ”可是，
人生没有如果， 从车祸中醒来的童
敏永远失去了最爱的他， 和腹中的
孩子。
再次面对生活中的阳光， 已是

五年之后。童敏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工
作，辞了职自己创业，认真严谨的她
很快在商海中博得一席之地，极有投
资眼光的她更是买了两处门面，四十
岁不到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经济上虽足够独立， 但大龄不
婚，让她一直是众矢之的。 童敏的妈
妈一度为女儿的婚事愁得吃不下、睡
不着，甚至以死相逼。无奈，童敏只好
按妈妈的意愿去相亲，但没有一个能
相处超过一个月，童敏说，“可能是我
太挑剔了吧。 ”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拖
了好多年，童敏仍单身一人，对她失
望透顶的妈妈已经不再催婚，只在逢
年过节才会想起来唠叨几句。为了避
免唠叨，最近几年，只要过节童敏就
出去旅行，“
有时候也会带上爸妈，我
想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女儿就算不结
婚，也能过得很好。 ”
至于婚姻，童敏摇摇头，“
到我这
个年纪，基本看透了。 ”

精神支柱， 工作是维持生活水准的
必须，所以这两方面，我都要认真对
待。 ”
何小放长得不算难看， 可就是
没有男人缘。 在她印象中，从上学时
起似乎就没有男生追求过她。“
可能
因为我大大咧咧的吧， 男人都把我
当朋友，就是不当女性。 ”说这话时，
何小放哈哈大笑， 一点也不在意自
己快奔四了。
从二十多岁到如今， 恋爱谈了
不少，但都无疾而终。 时间迈入2018
年，何小放37岁了，也成为家族中油
盐不进的“老油条”，一到过节，一大

家子轮番对何小放洗脑，何小放总是
笑嘻嘻地说“
好好好”。“今年过年时
我姨说我快40岁了，要是再不找人结
婚，就只能找50岁以上的了。”何小放
大大咧咧地说，“为什么他们不相信
我能找个‘小鲜肉’？ ”
现在的何小放，不加班就会去健
身房，或约上几个朋友打掼蛋；假期，
有朋友一起就自驾，没有就窝在家里
看碟，对了，为了不听老妈唠叨，发奋
的何小放早在五年前就贷款买了属
于自己的小房子。

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 ”
许薇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从
小对许薇要求很严格， 虽然是独生
女，但很少娇惯，许薇上大学时，零
花钱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 在外人
的眼里，身高1米72、肤白貌美的许薇
就是标准的白富美。 大学时，追求许
薇的男生排成了长队， 可许薇一个
也没看上，在她眼里，与其谈恋爱，
不如多读点书， 她也成为宿舍里唯
一没谈过恋爱的女生。 一晃研究生
毕业，许薇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成为
淮安一名公职人员。
工作后， 给许薇介绍对象的人
络绎不绝。 有时许薇一天能见两个，
警察、医生、律师、教师……相亲的
对象可谓各种职业各种条件， 可没
有一个人让许薇怦然心动。 眼看许
薇年龄越来越大， 她的爸妈十分着

急， 身在要职部门的许爸许妈动用
各自的广泛人脉， 让许薇加紧相亲
的步伐。“
有一次和一个相亲对象见
面，刚坐下来就觉得对方眼熟，再一
聊，哈哈，去年我们就相过亲。 ”许薇
说这样的尴尬事不止这一桩， 对于
相亲这事，她已经“麻木”了，“以前
还会反感， 现在无所谓， 见就见
呗。 ”
让许薇困惑的是，这些年，她就
没有遇上一个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上个月，同事给她介绍了一个医生，
除了皮肤有点黑各方面条件都不
错， 可许薇还是拒绝了。 很多人劝
她，这个年纪了，不要再对爱情抱有
幻想， 许薇觉得委屈，“我没有幻想
啊，我只是想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
感觉？ ”

专家：
如果他暂时没有出现，
就先好好爱自己
本报特约心理咨询师吴芳说， 著名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
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
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人们满足了第一层次的需求后，就会
去追求上一层次的需求，这是规律，谁也
逃避不了。所以，对于能在经济上完全独
立的现代女性，既不必摆出一副“我不需
要男人，我完全能够爱好自己”的女权主
义姿态，也不必委曲求全，为了满足他人
的眼光，顺便找个人完成“
婚姻大事”。吴
芳认为，对于单身女性而言，比较理性的
态度是，我爱我自己，我也希望找到一个
和我同频的人共度余生。 如果他暂时没
有出现，我就先爱好、经营好自己。“总
之，有了你，我会很幸福，但是没有你，我
也不会差。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这
不会因为有没有婚姻而改变。 ”
在吴芳看来，无论多大年龄，其实对
于女性自己而言，都是最好的年龄，因为
二十岁有二十岁的清纯， 三十岁有三十
岁的稳重， 四十岁有四十岁的风韵，“只
要我们自己深知自己的价值， 能够滋养
自己， 就不必依靠外界的给与来决定自
己的生活状态。那些认为女性年龄大、有
婚史就会贬值的观点， 不过是物化女性
的腐朽观念。女人活成什么样子，最终由
自己来决定。 ”
吴芳的建议是， 每个人献给这个世
界的最好礼物，就是做一个快乐幸福、心
态平和的自己。“单身就享受单身的快
乐， 结婚就享受结婚的幸
福。 我们愿赌服输、
落棋无悔， 我选
择，我愿意，
我承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