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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妍儿说得好：
“别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人要活在当下。
”

衔着是块骨头，
丢了是块肉
晓禾以前常和丈夫吵架，她抱怨他在单位只知
傻干，不懂钻营，错过一次次攀升的好机会；数落他
不会疼人、不懂浪漫；嫌弃他抽烟喝酒；厌恶他在外
面是个老好人，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对家人却刻薄
无情。有一年晋级，他发扬风格把名额让给了别
人，那人不知感激，说着他无能窝囊的风凉话，流言
传到她耳朵里，她怒不可遏地跑到他单位，把那人
堵在门里痛骂一顿，又在走廊大声警告他们：
“别把
我家男人的慈善当天真，
做人要懂得感恩。
”
她倒是出了气，把自己当成了大破天门阵
的巾帼英雄穆桂英，
为郎君遮风挡雨披荆斩棘，
男人却勃然大怒，
当众打了她一记耳光，
说她是
泼妇，
简直让他没脸见人。他患肺结核病那年，
脾气不好，
挑食得难伺候，
还不听医嘱去戒烟戒
酒。有一次，
她在衣柜深处翻出他私藏的白酒，
一时生气就给砸了，结
果，
他更生气，
把她新买
的手机和笔记本
电脑也砸了个粉碎，心
疼得她呀，当时就躺
地上犯了心脏病。
那平生唯一
挨到的耳光，砸坏

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怀孕时想吃却没吃到的那根
香蕉、意外流产后还被拽起来给婆婆小叔们做的一
大桌子菜，全都如被根绳子密密捆住的重物一样，
高高系挂在眼前，让她抬眼就看到，想起来就说不
尽的恨。
男人是突发性脑出血，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五
天，还是撒手人寰了。半年后，晓禾再回来上班，依
旧习惯讲男人的事，不同的是，这次全是好事。说
他当年是如何风度翩翩，让她一见倾心。讲他对她
父母如何孝顺，她爸爸住院，大便下不来，亲儿子嫌
脏，躲得远远的，他主动上场，说不舍得老人家难
受。他做家务勤勤恳恳，这么多年她从没扫过棚、
没刷过马桶、没擦过玻璃，衣服也很少洗，因为他说
凉水对女人不好。他厨艺高超，常常是她说想吃什
么，他就买什么、做什么，她半夜想吃鸡蛋饼，人家
也从睡梦中爬起来给她烙过。他从不干涉她的自
由，特别是钱财方面的，不是真土豪，还敢说：
“喜欢
就买，
咱家不差钱。
”
一桩桩件件的好仿佛退潮后
才显露出模样的礁石，又如
重重的墓碑压在她

◎蔡敏乐
的心上，让她痛惜、后悔、愧疚，夜夜哀泣：
“此后再
也遇不到他那么好的人了。
”
看张爱玲的《小团圆》，邵之雍为了九莉抛弃妻
妾后，情绪特别难受。九莉的三姑不屑地评价为：
“衔着是块骨头，
丢了是块肉。
”
细想，晓禾也是这样的人，我以前也是这样，对
越亲近的人越要求完美，达不到要求就失望沮丧，
而一旦遭遇小变故，就会感悟道：孩子学习不好、爱
人挣钱不多、
老人发条式唠叨都没关系，
健康就好。
还是妍儿说得好：
“别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人
要活在当下。”她以前常在我们面前和朋友圈里秀
恩爱：老公亲手做的丰盛晚餐、情人节送的玫瑰、风
雨交加天气送女儿上学的背影、非给她买的昂贵大
衣、出差后跟她聊到半夜的消息截屏……即便是很
微小的举动，用她饱含感情的腔调说出来，就充满
着无限的柔情蜜意。我们都羡慕她的幸福。
在与出轨的丈夫离婚后，妍儿再没有提起他一
句，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我们以为她单纯不想
把自己的痛楚拿出来让人看笑话，她淡然地说：
“在
一起时多看他的好，别人眼里的烂萝卜我心里的金
刚石，不在一起了，就要多想他的坏，别人垂涎的奶
油蛋糕，我却觉得甜腻，想想就作呕。相爱时好好
爱过，
分开后就没必要念念不忘了。
”

先生搂着我长发并未及腰的赘肉，认真地看着我：不是能说，我心里就
是这么想的，
不管结婚十年二十年，
不管你脸上有褶子没褶子。

厉害了 word 哥
先生比我大两岁，有没有哥的风范单说，占了
哥的指数是板上钉钉的事。
结婚纪念日到了，想着结了二十年的婚，未曾
收到过一个狗尾巴草，于心不甘哪，我那颗少女的
心。
摩拳擦掌地捯饬，来个烛光晚宴吧。虽说已经
老套的冒酸水，对于理工男的先生来说，还是顶级
浪漫的事情。
悄悄的，不说，提前请了假，出地铁的时候顺便
到花店把玫瑰花买了一束，插到新买的玻璃花瓶
里，
气氛还是可以的，
再出去做个头发，
挑染一下。
正在厨房里辗转腾挪地秀厨艺，先生居然也提
前回家了！看来心有灵犀啊。
站在灯光下，
热情洋溢地招呼：
咋回家这么早？
哦，
开完会提前顺道回家了。
不甘心。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没有？
先生抬头：
买新衣服了？
看头。我直奔主题。
头挺好的，
好看。先生答。
说具体。我忍不住。
好吧，
我认输：
看头发！
先生仔细端详半天：你理发了。可是，这理发
店是不是把你头发弄坏了，
这么发红？
酒红色，
挑染，
懂了？只有更崩溃，
没有最崩溃。
太好了，
媳妇。先生有点抱歉地摸摸我的头。
赶紧把我按在他平时坐的沙发里，正对着电
视：
快，
抗日连续剧开始了。
一切脱离了——回到了往日的轨道。我们坐
在日光灯下看着抗日连续剧吃饭，预测着男主女主
的对白和情节。
先生说：媳妇，你太厉害了。预测得一字不错，
你都能当编剧了。
这种神剧——好吧，我承认，被搞航空航天的
未来的科学家称赞，
我还是一阵窃喜。
先生说：你天天喜欢看美国大片，美国大片和
抗日连续剧不一样嘛？
这也太奇葩了，
怎么会一样呢！
先生说：
你想，
美国大片，
无论怎么样，
最后谁赢？
美国人呐。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我再问你，
抗日连续剧，
无论怎么样，
最后谁赢？
八路军呐。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橙子

爸爸落葬后，老弟痛定思痛，说最好的
哀悼方式就是好好活着。

这就对了，无论怎么样，离谱还是不离谱，都是
主角赢。
挖了个坑，
原来在这里等我。我竟无言以对。
善于逻辑推理总结归纳的理工男啊，我看着羞
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得了，只要有爱，天天都是
纪念日。
先生出差到国外，
破天荒地给我买了三件 T 恤，
因为先生从来不会买衣服，
这次买的还有模有样。
先生说：
跟同事一块买的。这次出国，
买的东西
都挺心疼的，
可是唯独给你买的T恤不心疼。
看看，
谁说先生不懂浪漫呢。
先生接着说：我当时快速换算一下汇
率，
和北京的价格差不多，
能接受。
本来已经凝噎了，
突然无语。
先生说：赶紧把钱省下来，咱们还完房
贷，
我带你出去玩。
泪终于还是下来了。
先生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说：给你
买的。
我的小心脏哐哐哐地跳起来了。
打开一看，珍珠项链！一颗圆圆的珠
子，发出淡淡的光，谁说女人不爱珠宝。算
成人民币，
快一万块了！
赶紧戴到脖子上。
先生说：进了免税商店，我根本就不想
买，可是人家都买，不买，很不好意思呢，所
以给你买了一个。
我哭笑不得，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
项链啊钻石啊，好容易买一个，说话还大
喘气。
先生说：
别说买这个买那个，
我的心都是你的，
我的人都是你的，我挣的钱，我辛苦加班，都是为
你！你生下来，
就是为了嫁给我！
多么浪漫的誓言啊，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
君绝——也不过如此吧。
感动不已，
搂着先生的小肉脖子：
你挺浪漫的，
挺能说的嘛。
先生搂着我长发并未及腰的赘肉，
认真地看着
我：
不是能说，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不管结婚十年
二十年，
不管你脸上有褶子没褶子。
好一颗赤子之心啊，
谁有？管它风雨管它晴。
厉害了，
word 哥。

迈开腿
爸妈在天上看着呢
◎朱丽娟

小惠严肃地说：
“你看看你，
结婚以后光忙着长膘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听说过吗？
以后你再不好好读书，
就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
”

不读书，
便成仁
自从太太小惠去学校开了次家长会，大壮整个
人都不好了。
事情是这样的：三年级的小壮班里有俩孩子作
文写得特别好——以前，小惠和大壮觉得小壮写的
作文还行，虽说短了点，虽说流水账一点，还算得上
文通句顺，毕竟刚三年级，你不能以大作家的标准
要求孩子对吧？可是，家长会上，老师把那俩孩子
的作文大屏幕上一放，哇噻，小惠差点惊掉了下巴，
那文采，小壮跟他们比，简直就是学前班水平啊。
老师说，人家写得好，那不是天生的，关键是阅读量
大，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
小惠很羞愧，人家在读朱自清的散文，小壮在
看电视；人家在读四大名著，小壮在玩手机；人家
在读上下五千年，小壮天天晚上跟大壮下楼玩滑
板……这差距，每天拉开一点点，一个月呢，一年
呢，到小学毕业呢？小惠越想越惶恐，回家就跟小
壮商量，以后也要多读书，还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
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讲了一大通。
小惠百度了一大圈，精心挑选了几十本好书，
为了让小壮爱上阅读，她打算每天晚上陪在小壮身
边，
两人一起读书。

可是，读了两天，小壮不干了，说：
“老爸为啥可
以不读书？”可不是，大壮在房间里看电视呢，虽然
声音开得很小，但掩饰不了这个事实。这可不行，
老师说了，要营造书香家庭的氛围，全家应该一起
努力。大壮只好把电视机关了，掏出手机，赔着笑
脸说是在网上阅读。好吧，
这也总比不读书强吧。
这样相安无事了好几天，那天小壮去厨房喝
水，经过大壮身边，探头看了看，立马大叫起来：
“爸
爸在玩游戏，
根本不在读书！
”
理科男大壮从小到大就不喜欢看书，要他整晚
整晚坐在书桌前看书，简直是要他的命。这不，游
戏打得正投入，就被儿子发现了，这爸爸，真是典型
的反面教材。小惠狠狠地盯着大壮，那目光，简直
能剜下一块肉来。这下，大壮赔着笑脸也不管用
了，小惠往他手里塞了一本《鲁宾逊漂流记》，命令
他坐到一起来，
三个人相互监督。
大壮只好灰溜溜地捧着书坐下，刚看了几页，
眼皮就重得抬不起来，头越来越低，眼看就要和鲁
宾逊亲密接吻。
“老爸在打瞌睡！”小壮立刻检举揭
发。
“哪有，老爸是近视眼，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大
壮惊了一身冷汗，赶紧敷衍过去。你说这是给孩子

◎陈喜联

树榜样呢还是添乱呢？小惠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等小壮睡下后，小惠清了清嗓子，说：
“ 人家的
孩子以后都要成龙，你是不是想让孩子成虫？”
“怎
么可能？”大壮连连摇头。小惠严肃地说：
“你看看
你，结婚以后光忙着长膘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听说
过吗？以后你再不好好读书，就搬出去自己租房子
住。”这这，哪跟哪啊，怎么不看书就有家也不能回
呢？大壮的眼睛瞪成了铜铃，只好答应以后一定好
好看书，
做儿子的好榜样。
从那天起，大壮一下班就发憷，走在路上，心里
七上八下的，每天陪儿子阅读成了必修课，坐在那
里一个小时，其实啥也看不进，那种煎熬，真不是一
般人能够忍受的。
大壮又想出一个办法，带着书跑到卫生间，美
其名曰“马桶阅读”，其实是偷偷摸摸玩手机。他
一边提心吊胆地玩，一边竖着耳朵听动静，有一
次，听到小壮的脚步声，赶紧把手机往口袋里塞，
手机差点掉进马桶里。小壮担心地伸进头来：
“爸
爸，你是不是像奶奶一样，便秘了？”大壮赶紧揉着
肚子，皱着眉头，哼哼唧唧道：
“唔，你看老爸，肚子
这么痛还在看书，你也要……认真一点呀……”

“敢不敢迎战！
”
爸去世后，老弟突然间像换了个人，不仅自己
迈开了腿，还隔三差五以发起挑战方式督促同胞姐
妹。老弟凡事预则立，但凡敢发起，一定是胜券在
握了。作为老姐，
接招便是。
老弟乃家族唯一男丁。妈在世时，每每见他脸
蜡黄呵欠连天，便不停数落：哎呀，抽烟喝酒熬夜，
你不要命啊，没事不知道出去走走。哼，他走？要
真没事，他老先生就躺床上玩手机，从日出到日落，
不挪窝。美其名曰为方便接送爸妈买的小轿车，更
是让其宅之劣根性登峰造极。要他下楼买瓶醋，徒
步，三五分钟的距离，而他，非得删“简”就“繁”，在
那逼仄巷子耍车技，倒车停车，再倒车停车，若等他
买的醋起锅，
黄花菜都凉了。
改变的种子萌芽，始自妈妈生病。前年，身子
骨一向硬朗的妈妈确诊为肺癌晚期，不得已跟最最
钟爱的小区漫步说再见。妈尤爱坐在阳台那看人
来人往，老弟说我去小区漫步了，您给我计时呀。
于是乎，老弟孩子似的，足足遛了半小时，妈叫停，
他才顶着满头大汗回家。彼时，进食已非常艰难的
母亲，那天说说笑笑，吃了一大碗饭，喝了一大碗山
药鸡汤。
妈去世后，老弟不用惦记哄妈妈开心，不爱动
的习性死灰复燃。
岂料世事无常。爸爸国庆节前高烧入院，并发
肺炎。一个月时间，各种高端消炎药用尽，却无法
遏制细菌在肺部泛滥。医生说，老人身体太弱，若
是能自主将痰液咳出就好了。可健康人张嘴就来
的咳痰动作，对爸爸却比登天还难。我们几次三番
扶起爸爸，希冀借助外力拍打排痰，可爸爸也就反
射性地咳几下，痰液到喉管打个转，又悉数回到肺
部，
终至心肺衰竭驾鹤西去。
我们做儿女的追思，若爸爸生前爱运动，身体
就不会如此孱弱；身体若不是如此孱弱，便能自主
咳出痰液；痰液咳出来了，炎症能得以控制，爸爸就
能痊愈。所以，与其说爸爸败在肺炎上，不如说败
在不爱动的习惯上。
爸爸落葬后，老弟痛定思痛，说最好的哀悼方
式就是好好活着。而好好活着，当务之急就是迈开
腿，
走起来。
迈开腿，行头不可或缺。老弟下班后直奔东
方四楼，低调点，选个李宁系列，既支持了国货拉
动了内需，还能花小钱办大事，一打两就。哪知售
货小妹不给面子，围着一小帅哥忙前忙后，不搭理
购买欲望爆棚的大叔。老弟拂袖而去，回家随便
吃了点，翻箱倒柜找出一双他儿子淘汰的运动鞋，
试试，大小合适，立马上脚，揣上手机和钥匙走起
来了。
出门右拐，过马路往海慧沟深处走，便是荆
门最老的体育馆。城南新修运动场馆后，此场馆
面 向 市 民 开 放 。 但 凡 晴 好 天 气 ，市 民 便 聚 集 于
此，或跑或走。运动场标准的 400 米塑胶跑道虽
说人气太旺，跑起来难免摩肩接踵，但人多、有气
场、有氛围，国人从众，你跑我跑大家跑，谁也不
想落后。
老弟实况转播首次运动场景：先慢跑，一圈后
改快跑，其实快跑较慢跑一分钟多出两步而已，快
跑两圈后改快走，最后慢走两圈，为首次运动画上
圆 满 句 号 。 QQ 运 动 战 报 显 示 ，老 弟 的 战 绩 是
21017 步，首战告捷。我和小妹点赞且留言，贵在
坚持，加油！
爸离开我们一个月了，老弟坚持了一个月。我
问他哪来的动力，人家说是爸妈在天上看着呢，不
能食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