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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因工作的原因，近年来出差比较频
繁，所到之处越来越多。古人所言的读

“万卷书”还没实现，但凭借了现代化的
交通工具，“行万里路”，应该是早已超额
完成了。

到过的地方越多，所见所闻自然也
越多，于是不时有文友鼓动：应该多写
点！每闻此言，我都含糊其辞，或环顾左
右而言他。这并非故弄玄虚，实在是因
为走的地方虽然多了，但未必见多了就
一定识广，有感了未必就深，有时候反而
越觉得肤浅，不敢轻易动笔。

以前曾在一家地处偏远的三线厂教
书十余年，课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但因
长期囿于闭塞山沟，外出机会甚少，信息
不通，眼界狭窄，孤陋寡闻。从住所到学
校，再从学校返回住所，两点一线轮着转，
与拉磨的驴的明显差别只是没有戴上黑
眼罩。虽然睁着两只大眼，却也没啥好看
的，天天往返的那条路，除了两旁的花草
树木随季节变化缓慢渐变之外，几乎见不
到什么新面孔，也极少发生什么新鲜事。
偶尔去一趟菜市场买菜，就算是可以见到
一些生人的打望了。生活平淡得近乎一
潭死水，日子枯燥得如同嚼蜡。题材匮乏
了无新意、缺少刺激心无波澜，常常为不
知该写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东西而苦恼。
因此，对那些擅长写作的空中飞人、旅行
达人们极其羡慕的同时，心中也有些不服
气，要是也能像他们一样经常天南地北、
国内国外地到处跑，眼界开阔了，见闻丰
富了，何愁没有素材可以写，没有情感可
以抒发？只怕到时候可资写作的东西多
到写都写不完，想要抒发的情感会像滔滔
江水经久不息。

然而，生活总是冷静地告诉我，客观
现实与凭空想象永远不可能是一回事。
当自己也走过许多地方，见过不同的景
观世相，有过许多的体验感触后，才明白
写作的多寡与行程的远近未必成正比，
能不能写，写不写得出，写得多写得少，
写得孬写得好，跟是否有敏锐的感觉、独
特的视角和勤奋的操练等密不可分，而
绝非是想当然的那么简单。

从机场到宾馆，从宾馆到会场或活
动现场，再回到宾馆，然后再到机场……
这是我绝大部分出行的基本行程安排，
目的明确，线路单一，来去都匆匆，无暇
左顾右盼。所以，许多地方只能说我曾
经去过，连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都说不
上。特别是每年都去参加的北京、上海
的国际眼镜展，虽说要待三四天，但每天
都是在酒店与展馆来回穿梭，对某一区
域仅仅是路过而已。对其景象未能尽收
眼底，对其风土人情未曾深入了解，对其
历史文化没有用心感悟，仅凭一些浮光
掠影的见闻和浅尝辄止的感观，即使串
缀出一些零星碎片，耀眼的也只不过是
表面的虚光，除了叫人眼花缭乱之外，并
无什么值得细细品味的内涵，怎敢轻易
动笔？

偶尔也有机会游山玩水，一些美轮
美奂的自然景象和异域风光，也曾令我
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啊啊”之类的惊叹，

也产生过欲倾诉衷肠的冲动，但最后大
多都仍然是不了了之。一见钟情式的写
作，与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似乎都有一个
相似的问题，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狂热
过度而持久欠佳，真正走心的不多，来得
快也去得快，真要动笔写时，往往又感觉
无话可说，或难以自圆其说。到国外旅
游情形更加糟糕，因为自己只会“哈罗”
和“拜拜”，对所有事物的了解，都是通过
导游介绍，听过之后就忘得差不多了，由
于是嚼的二道渣，能记住的那点东西也
不耐回味。不过，补救的办法也是有的，
拿一些旅游指南之类的东西，是有不少
景观描述的文字可供抄录的，再抒发点
自我的感受，敷衍成文也不是多难的事，
但这与抄袭剽窃有何区别，不屑为之。
并且私下认为，不论是见到美景或美女，
就忍不住大呼小叫“我爱你”而欲热情拥
抱者，多少有些过于“好色”的嫌疑，甚至
有对美景或美女不够尊重的轻浮。刚开
始旅游的时候，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和
浪漫的幻想，除了欣赏不一样的美景，还
有可能遇见美女，不少小说和游记都不
缺少这种艳遇的描写。旅游多了，自然
就明白那多半是杜撰和臆想，或者是把
偶遇当成了常规。有一次去海南旅游，
导游安排了一个体验少数民族结婚风俗
的节目，并特别强调了有背新娘入洞房、
揭红盖头和喝交杯酒等环节。还未等导
游鼓动，几个年轻小伙就踊跃报名参加，
这虽说不上是艳遇，但体验结婚的浪漫
还是令人热血上涌。当他们喜笑颜开、
满脸幸福地体验完，却被告知要缴费200
元，原来是套路啊，“艳遇”的背后是陷
阱。所以，随着走的地方越多，看的美景
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新鲜感和好奇心
也在逐渐减退，抒发的冲动和欲望也在
慢慢衰减，自然也就不敢轻易动笔了。

有人说写作不过是码字的游戏，但
终究不只是文字的简单堆砌和所见事物
的随意罗列。眼见的景象，周遭的事物，
欲串联成文，需要心有所动，情有所感，
非得经过一番挑选剪裁、酝酿提炼、甄别
取舍不可，所谓的出口成章、一挥而就的
神来之笔，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并非写作
的常态。更何况，大凡名山大川和名胜
古迹，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早已吟
颂不休，留给今人观察的独特视角十分
有限，可以推陈出新的机会极为难得。
若只是为写而写，更多的不过是老调重
弹、鹦鹉学舌和拾人牙慧而已。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头”，就连豪气干云的诗仙李白也曾发出
过不敢动笔的喟叹，又何况我等浅学之
辈乎？

（作者系中国眼镜科技杂志总编）

最早触及睡眠问题，是在2017年 9
月，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我认识了一位
叫“阿宝”的“70后”小说家，同时，他也是
一位成功的商人。一次，阿宝跟我聊起

“失眠”，坦言“那个东西很难治，我治了多
年试了各种疗法，也不见多大好转”，他指
着自己的光头告诉我，“就是因为长期失
眠，才失去了一脑袋茂密的好头发”。当
时，我因为一些烦心事，也陷在“睡不着”
的烦恼中，但却没有把它当回事。阿宝这
一说，我就上网查看“睡眠”这件“小事”，
找知乎找豆瓣瞧瞧。

结果我发现，关于“睡眠”的话题成百
上千。哪怕夜深，“知乎”上关于“失眠”的
问答还在火热进行。一位网友的发言很是
精彩：“今天我所渴求的一切仿若都近在咫
尺，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它们，并且深陷
其中——我以为在享受生活，殊不知，已经
被自己一点点构建起来的生活全面控制。
包括所有的时间，更包括我的睡眠。”

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睡眠时间，正常
应该在7—9个小时。换句话说，人生有
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在
一条看不见的长鞭驱策下，人们慢慢陷入
永不停歇的状态。永不停歇的，何止是身
体和脚步，更有内心，愈夜愈翻腾。人们
试图用生命三分之二的时间掌控一切，却
对另外的三分之一失控了。

我的好奇心被点燃。在犹豫着要不
要吞下第一颗安眠药的同时，也决定了采
写一篇关于“睡眠问题”的报告文学。

从2017年12月开始，我查看了大量
资料，尤其是我的战友、资深心理咨询师
刘云波发来的“2018世界睡眠日新闻发
布会”公开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

——社区老年人群中睡眠障碍和抑
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30.5%和18.1%，
且10.6%的社区老年人同时存在两种疾
病或症状。睡眠障碍是痴呆发生的危险
因素。

——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
其均值为66.26，普遍睡眠不佳，呈现出“需
要辗转反侧，才能安然入睡”的状态。“苦涩
睡眠”占29.6%，“烦躁睡眠”占33.3%，“不
眠”占12.2%，“安逸舒适睡眠”占19.4%，只
有5.1%睡眠处于“甜美睡眠”。在睡眠时间
上，“90后”睡眠时间平均值为7.5小时，六
成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

原来，睡眠绝非小事。
当下，国人的睡眠亟须拯救！
2018年2月，在刘云波帮助下，我深

入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金紫山院区。在
那里，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罗捷就我所
关心的睡眠问题及其病因、治疗方案作了
详尽科学的解释，也向我介绍了许多经典
的病例。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何梅、余
波、汤朝千、孙小莉等也纷纷接受了我的
采访。他们从事着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
汤朝千从事的是争议颇多的“催眠”，孙小
莉则是一位心理服务志愿者，足迹遍布重
庆市数十个社区，帮助过的对象包括学
生、老人、留守儿童、婚恋危机人群、单亲
困难家庭、出租车司机等。与这群专业人
士访谈的过程中，我愈发深刻地感觉到：
睡眠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心理领域的
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将近四个月的患者追踪访谈中，沉
没于“冰山之下”的“关于睡眠的那些事”，
被我一点点艰难地“挖了出来”——

母亲对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的担心焦
虑，最终化为入夜胸口憋闷难以入眠、却在
身体指标上查不出任何异常的“心病”。

一对老夫妻从外省来渝数年，“帮儿
子带孩子”，思乡令他们双双患上失眠。
在中国，“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有很

多，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失眠”成了“老
漂族”的“通病”。

一位年近花甲的父亲，因为严重失眠
及巨大的不安全感，被迫就医，在诊断出
中度抑郁的同时，还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
（老年痴呆症）的迹象。

心理咨询师汤朝千的手机里存着一张
“冰山图”，“露出的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意
识，平于海面的是‘前意识’，海面以下的三
分之二——最多的部分，是‘潜意识’。”“冰
山图”的原理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学。按照这一学说，潜意识很难或根本不
能进入意识，前意识则可能进入意识。前
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担负着“稽察
者”的任务，不准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侵入
意识之中。但是，当前意识丧失警惕时，有
时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也会通过伪装而迂
回地渗入意识。热爱“掌控自我”的销售
员，却被“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掌控，于是通
过熬夜，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奔四”的女性
公务员，在现实中“缺爱”，通夜在幼稚的

“青春偶像剧”里寻找被爱的感觉。
有些睡眠障碍的根源则是心理创

伤。从小失去父母陪伴的留守少女害怕
睡觉，一睡下便“噩梦连连”。目睹舅舅的
意外去世，大学生从十四岁起患上了难于
治疗的“梦游症”。因为失恋失业的连续
打击，健康小伙成了一个“嗜睡者”。

不得不提的是，虽然当前复杂的社会
生态和老龄化加剧，使得睡眠障碍在我国
社会高发，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心
理疾病”等同于“精神病”，报以异样的眼
光，使得睡眠障碍患者在就医治疗时顾虑
重重。也因此，对患者的采访当中充满波
折和困难。有的患者，我再三联系反复说
明才同意接受采访，但最终拒绝见面，只
答应电话采访；有的接受采访时，直接拿
着一纸协议，要求我必须在作品中隐去他
们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不许现场拍
照，不许侵犯他们的隐私……

但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治疗“睡眠障
碍”已经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式：大部分
人可以自我调整，主要包括练瑜伽、体育锻
炼、饮食调整等；如果这些非药物治疗没有
达到效果，需要专业人员的心理教育谈话、
咨询治疗共同协助；一段时间的谈话治疗
还是不能让患者很快睡眠，药物治疗可以
起效。更值得高兴的是，在心理咨询费用
动辄50分钟便以数百元计的今天，一些心
理咨询师的工作室热衷社会服务，低价接
诊了很多底层民众和青少年，“睡眠问题已
然成为社会问题，对我而言，这是种社会担
当。”心理咨询师何梅告诉我。

在长达半年的采访中，我看到在心因性
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
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
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过度
恐惧和关注睡眠又导致了生活的失序。形
形色色的“睡眠产业”，在致力于解决睡眠问
题的同时，也制造着睡眠问题。究其根本，
失眠并不是一个纯粹生理或者心理的问题，
它是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

那么，“拯救睡眠”的正解是什么？
心理咨询师余波提供了一种答案：

“拯救睡眠，最关键的是，要把‘失眠’作为
一次修复契机，给人疗愈的机会，让人看
到自己的‘伤口’和‘痛点’。”

在结束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不少
睡眠障碍患者已经开始把“睡眠问题”作
为自我认知的一个最佳时机，借此调整自
己的思维模式和情绪认知，生活也在向好
的方向转化。

最后，以我的创作向我国正在发展中
的心理健康事业献礼！

（作者系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睡眠这件“小事”
——报告文学《拯救睡眠》

李燕燕

不敢动笔
刘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