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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
总有一万个
“旅游失败”的瞬间
虽然在节假日，
我们总能在朋友圈看到
“一水儿”
美照，
但不得不
承认，
没有人的旅途总是一帆风顺、
诸事顺遂的。
最近，在逛豆瓣的时候竟无意发现了一个宝藏——豆瓣旅游失
败小组。
怀着好奇心点进去一看，
好家伙，
这竟是真人间失败，
天气失败、
交通失败、
食物失败，
人也失败，
失败简直自动送货上门，
叮咚一声告

诉你
“失败到家了”
。
在这个看多了凡尔赛和内卷的世界，倒不如来看旅游怎么个失
败法。
在这个小组，
不允许讨论、
不允许提问、
不允许结伴、
也不允许转
让，
只允许单纯地
“失败”
，
成立不到大半年，
却有 32422 个人在这里共
同宣布：
没错，
我就是在旅行上摔了一个大跟头。

“失败”
的推手有千千万

还能不能好好出门了
“我太失败了”，这是组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们就不明白了，好好
地出个门，
怎么厄运就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呢。
我不跟团，勤勤勉勉地做了攻略，还不行么？事实证明，旅行除了需要懂
学问、做功课，还需要一点微妙的运气。不然就是活活一出恐怖片+苦情片+
动作片+伦理关系片的大戏码，
在等着你。
在豆瓣上，
有人经历了 30 个小时的印度土公交之旅，
回来后，
ta 只写下一
句话：
“在印度，
你得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没有这句话，是绝对熬不过 2019 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春节的：先是大年三
十，在印度列城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高原上，没水没电，吃着小辣条当年夜
饭，还因为高反半夜抱着马桶吐。从列城溜达完，本打算飞往斯利那加，可没
想到因为大雪，
航班取消，
被困在中转城市，
只是一瞬间。
没办法，只能拖着行李，去城乡结合部的长途汽车站碰运气，转了三趟
摇摇晃晃的土公交，生生经历了从零下十几摄氏度到接近 30 摄氏度的 30
多个小时车程，等到了白城，踉跄着撞入青旅时，双脚不知不觉中已经肿了
一倍。
在吐鲁番的豆友也好不到哪里去，本想着疫情不能出国，在新疆吐鲁番
总能拍到一番别样的风光大片。
没想到，这一路基本都在排队过检查点中度过。这就算了，好不容易离
目的地村庄只有 5 公里，
结果路被封了，
司机找路，
两次走着走着路就没了。
好了，人到村庄，天也黑了，他们一行人不得不开启“夜探荒村”模式，迷
离的夜色、
皲裂的土楼，
倒是有一种走出《龙岭迷窟》的感觉。
还有人不信邪，
报了个内蒙古跟团游。
同行老人家年纪大了不能骑马，就坐马车，结果就是水泥工地上的搬砖
车放大了两倍，周边用简陋的铁皮围着，四处漏风，被拴着铁链的马拉着走，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发配去边寒之地受苦。
更绝的是，他们还参加了 1288 元的当地晚宴，赛马、摔跤、篝火晚会、晚
宴，从头到尾都是那四个人，还穿上当地服饰敬酒，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回来
之后，
我爸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
有人去越南，把所有该踩的坑都踩了一遍：长辈卖力划船没了半条命；吃
海鲜餐被宰，还上吐下泻；住个酒店，还被楼下酒吧街附送蹦迪音响一条龙服
务……
有人更惨，去日本 5 天，竟然 5 天都失败了：不是飞机延误，就是去太晚关
门了，
最后一天还打台风，
什么也没玩成……
有人想感受一下泰山的魅力，可没想到最先感受到的是泰山的威力：明
明出门已经查好天气预报，可瓢泼大雨说来就来，边哭边爬边淋雨两个多小
时，
等到了山上，
索道还因为打雷停运了。
在西安差点被骗上“免费摆渡车”；在云南被司机骗去“免费喝茶休憩
区”
，
结果鬼使神差买了两斤茶叶；
在零下 4 摄氏度的迪士尼，
光是排队就冻成
“冰棍”
……
一千个人，
总有一万个
“旅游失败”
的瞬间。
那些喊着
“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人，
终于在一次旅游后清醒地认
识到
“我命由天不由我”
。他们终究是吃够了生活的苦，
好好来吃一
下旅游的苦了。

除了旅行方式选择不对，食物不对、人不对、天气不对、
状况不对，
都会成为
“失败”
的推手。
对于精于饮食的人来说，去了一个胃口不合的城市，无
疑是一场灾难。
有人不喜甜，偏偏遇到的对手是南京。
“第一道菜，甜的，
好新奇，不错，快吃！第二道菜，甜的，可以，快吃。第三道
菜，
甜，
吃。等所有菜上齐了，
所有人的筷子也放下了。
”
他们想不通，烤鸭包是甜的，鸭子是甜的，粥是甜的，面
是甜的，可为什么连地锅鸡也是甜的？他们不信邪，第二次
去了江浙沪（非掉进同一条河不可），结果全员的命都是便利
店给的。
这还没完，在这个组里，有人专门跑去四川乐山吃跷脚
牛肉，可出租车司机有他自己的想法，冯三孃拉去了冯四孃，
李老三被拉去了冒牌店，也不能说是恶意，找寻美食的路上
总是出现许多弯弯绕绕。还有人跟一个不能吃辣的朋友去
了重庆，
结果差点就动手了。
对了，
组里还有一个公认的
“失败魔咒”
：
人不对劲。
一个好的旅伴，简直就是“感恩上苍”的存在。组里有不
少人，因为一趟旅行，就失去了甜蜜的
爱情、
闺蜜情，
还有亲戚情……

本是开开心心的柬埔寨三人行，岂料，有个朋友一到柬
埔寨就天天沉迷赌博，结果输得分文不剩决定自行先回国。
更绝的是，他还是三个人当中最了解东南亚的人，本还指望
着他当导游，
结果只剩其他两个面面相觑、
寸步难行。
还有人结伴去俄罗斯自由行，结果一个要吃得精致，一
个对吃没要求，
一个要赶行程，
一个又要求慢悠悠。
有人去崇明公路自驾，因为堵车什么也没玩上，回来之
后对象就没了；还有人跟闺蜜报了团，结果被导游认成了闺
蜜的妈。
这天气不对，
也是旅行的一大 bug。
在小组里，还有人被封为神奇的“大雾仙子”，此人一出
门，必大雾。还说了一句富有深意的哲学性语言：
“大雾让天
下大同。”他去的地方，有伸手不见五指的衡山、暴雨滂沱的
武功山、烟雾弥漫的青岩城墙、乌云翻腾的青海湖、一片白茫
茫的东部华侨城，
连出了国去瑞士也是在迷雾森林中晃荡。
除了大雾，雨和台风也令人心塞。有人专门驱车去看银
杏，结果人到了，雨下了，银杏被刮得一片叶子都没给剩下；
有人一到三亚就碰上台风，
4 天行程两天下雨，
日子也不是那
么好过。
不过，如果是人在状况外，这场旅行更是无力回天。有
人出门必起雾，有人出门必发烧，有人刚骑上骆驼肚子就疼
了，
有人在长沙吐了 3 天，
什么也没玩还花了 1650 元。

说走就走，
那是你误解了旅行
这些血泪教训越发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哪一
场旅行，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的。一场好的旅行，
背后花的时间、功夫、学问不计其数，说走就走，那是
你误解了旅行。
旅行，从来就是一门需要修炼的学问。修炼的
是看待事物的角度、
心态，
还有捕捉美的眼睛。
别被没有门槛、精心包装的“说走就走”骗了，这
只适合那些对旅行有足够经验并对目的地有一定了
解的人。当你是一张白纸般地背起行囊，只会被生
活的巴掌啪地拍回来。

我有拉长出一张驴脸的自由
以前没表情的时候，看上去就是在笑，现在没表
情的时候，
看上去就是生气

有一天冬冬吞吞吐吐、欲说又止。我问她有什
么事吗，明明是一副假装的假装藏不住，
“有句话不
知当讲不当讲”的样子。她说，昨天到你家送茶叶的
时候，
看你好像刚哭过，
想问问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没有想刻
意隐瞒，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不想耽误朋友们的时
间，
所以就没说。
她说，
说说吧，
让大家开心一下。
我说，眼睛不但老花还干涩，每天都要滴眼药
水。估计是你来的时候刚刚滴完，看上去就像哭
过。
“否则，我还能怎么了呢，早过了关起门来还哭一
场的年龄，印象中上一次哭是看一则泰国广告，再上
一次哭是看一则日本广告。
”
“胡扯，
看李焕英你没哭吗？
”
我说：
“没有。
”
春节“就地”过年，前几天才回沈阳一周陪伴老
妈。不回家过年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就没有过
年必须要开心的压力。
我很少晚睡，以前大年三十那晚的十二点，我们
家是一定要出去放鞭炮的，是整个春节最激动人心
的时候。但我不爱熬夜，更不喜欢烟花爆竹，我小时
候放一种烟花叫“蹿天猴”，火球直接从手持的烟花
尾部冒出来，
钻到我棉袄的袖子里，
灼伤了手臂。
当时隔壁奶奶家姓郎，她的儿媳刚刚生了娃，挤
了人奶抹在我的伤口上，据说可以缓解烫伤。这件
事情以后，
我就一直觉得放烟花很危险。
所以年三十别的孩子都是盼望放烟花这一刻，
就只有我是被赶出去的，被强迫参与狂欢。东北的
大年三十晚上，冷得啊，而且大家同时放爆竹，声音
巨响，
耳朵都要聋了。
幸亏后来有儿子，大家就说，走走，你妈不去不
带她，咱们出去。儿子小的时候屁颠颠跟着去，大的
时候比我还难搞。我只好又重新出马，代表广东团
陪着大家冲进冰天雪地里去乐。
喝酒我只能喝菠萝啤，放烟花我只敢放一种小
烟花，在沈阳叫“滋花”的，感觉比一根火柴大不了多
少。这两样是我必备的狂欢道具，
避免我不合群。
在沈阳，我妈对我开心的期待值很高，就好像
“李焕英”说的，我女儿学习成绩好坏、成功与否，这

◎丹萍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开心。
我觉得学习好很容易，混个事业有成，也不是难
事，
可开心不容易啊。
你怎么吃这么少，你怎么不开灯在房间呆着，你
和同学出去玩怎么回来这么早，你和同学出去玩怎
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胖了，
你怎么瘦了？
这些问题背后都可能是一个担忧：你是不是不
开心？
以前我妈和我姑闲聊天，有时候评价人，会说谁
谁谁“整天拉拉着脸”。
“拉拉着脸”的状态就是不开
心，大概就是眉毛嘴角一起向下弯的样子，意思是这
个人脾气很不好。
我们小区是人脸识别开门，有时候早上出小区
大门，我把脸凑过去，
“ 你好，开门成功”，我看到屏
幕上自己还算热情洋溢的面孔。到了晚上，虽然还
是“你好，开门成功”，但我感觉我已经是“拉拉”下
了脸。
难为系统居然认出我来了。
回沈阳的时候，看到中学时候的地理老师。老
师说记得我很矮，却坐在教室后面几排，整天和后面
的同学笑作一团。我记得老师拿粉笔头扔我们，说
别笑了。但我们没笑啊。
想起这件事，我就去观察妹妹的孩子，小孩好像
是那样，整天一副憋着想笑的样子，我估计我小时候
也是这样。难怪老师拿粉笔头扔我。
现在好了，走在路上，我都感觉自己的脸在下
垂。以前没表情的时候，看上去就是在笑，现在没表
情的时候，
看上去就是生气。
一个朋友说过，因为地球重力的原因，没表情的
时候就是拉拉着脸啊。快乐的样子，是要付出点努
力的。如果有人说我为什么整天拉着脸，我就想和
他这样说，
不是我要拉的啊，
是重力的作用。
以前理解的自由是想做什么可以做的自由，现
在理解的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可以不做的自由。
以前觉得如果不是开心的，就是不开心的，现在
觉得，
在开心与不开心之外，
还有一种状态。
哎哟，这种状态，居然叫“我有拉长出一张驴脸
的自由”
。

高速上，
我拍了拍前车
瞧瞧，遇到个好人连自己也跟着好起来
了，
神奇吧
下班的车流，走走停停，比蜗牛快那么一
点。一直踩着刹车的小腿肌肉有点紧张，低头还
没抬起的瞬间，随着一声闷响，我感觉到两个物
体相碰的震动。怎么回事？一串问号在抬头的
瞬间飘荡于车厢内。待我定睛一看，啊？一时间
我错愕得合不拢嘴，我一老司机，居然在晚高峰
拍了拍前车，
那震动就是前车给我的回应。
来不及做更深的自我反省，前车的双闪已经
亮了，我也跟着按下自己车内的红三角，暗暗咬
了一下嘴唇，拉开车门准备迎接人生第一次事故
处理的挑战。一句不软不硬的京味儿责问随着
车门打开一起飘了过来，
“ 吗呢？怎么开车哒？”
紧张的状况下顾不上细看对方的长相，只觉得对
方跨出车门的身形高大、威武，是个壮小伙儿。
双手不自觉地成作揖状，脸上估计也堆满了僵硬
的笑，
“ 都赖我，都赖我，实在不好意思。”这好不
容易下班了，谁不想赶紧到家呢？赶上我这手艺
潮思想溜号的，耽误了人家时间不说，还损伤了
人家的爱车，给人家平静的生活添了挺大个麻
烦。我必须诚恳，必须深刻，必须让人家不好意
思再数落我。
小伙儿是个得理饶人的主儿，看我不断检
讨，先拿着手机给两车拍照去了，我一看，行，挨
过第一关。小伙儿还很理性，拍完照，招呼我把
车靠边，摆上安全标志，特意提醒我“要摆得足够
远”。好的，好的，安全培训学过，在这儿用上了，
100 米开外，
我跑着去了。
开车十几年，拍照、挪车、打 122、报保险，这
一套流程在我这儿是第一次启动，也算是在人生
经历的筐中又添加了个日后可以自嘲的瓜。
停稳路边，端详了彼此的车子，问题都不大，
心情慢慢放松下来，等警察叔叔来的空，太阳一
点点西垂。我和小伙儿站在京承高速的路边，在
仲春的暖风中，聊起了天。小伙说自己在密云的

◎荷夏

一个项目工作，今天出来的早点，嘿，结果还碰上
大姐您了。北京孩子的幽默和放松小伙儿都占，
他和我小妹一样大，几句话下来，我好像在面对
个弟弟唠家常。
小伙刚当上爸爸，因为我，今天肯定错过和
媳妇的晚餐了，我让他赶紧报备，也再次表达自
己的歉意。这回小伙儿倒劝上我了：
“ 没事！您
别太往心里去，常在路上走，谁也难免不是。”看
着路边的绿柳粉桃，我发出此刻的感慨，每天在
京承上走，从来没想到能站在路边看风景，今天
咱俩，一起在路边赏春景了。小伙儿呵呵乐着，
指着护坡上刚冒出的一丛青绿，接着我的话茬，
这两天暖和，
天儿不错。
晚风一缕缕地吹过，小伙儿看我春装单薄，
努力拿围巾往脖子上绕，对我说，姐，要不您上车
等吧，车上好点。说实话，本来追尾这事有点让
人挠头，可是我怎么觉得碰到这么个帅小伙还这
么暖心，就一点闹心的感觉都没有了呢？哎呀，
我的运气真不错，连撞车都这么幸运，那么由此
推理，我也一定是个好人。瞧瞧，遇到个好人连
自己也跟着好起来了，
神奇吧。
等到警察大叔出场，
我们的聊天也到尾声了，
小伙儿提醒我别忘了收三角牌，
互道
“慢着您”
，
我
们在北京的傍晚挥手道别。一次高速上的小事
故，
留下的不是沮丧，
而是春风拂过大地的暖意。
投稿请登录豆瓣小组
“北青非常感受”
或者发邮件至 chenpin@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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