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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会(河南洛阳)

《飘》，一个甚是贴切的书名，一字中的，洞穿了故事的
结局，让人由衷地佩服中文译者对于原著的理解和文字的
把握。“飘”，亦如白瑞德对斯佳丽的爱情，随风而逝。他多
少年想守护的东西最终如指间沙滑落无痕，他们终于还是
尘归尘，土归土，成了两个毫不相干的陌路人。

白瑞德和斯佳丽，如此相似的两个人。他们一样只听
从内心的召唤，一样敢于直面和挑战世俗的规范，他们身
上最能吸引和打动读者的地方就是他们性格和处事的真
实与鲜活。正因为他们骨子里是一类人，所以白瑞德对斯
佳丽是那么的了解，他直入她的内心深处，看透了她的好：
她热情、不做作；她从来就不知道害怕，从不逃避残酷的现
实；她勇敢、坚强，在美国南北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生活变
故面前奋力承担起了维持全家生计的责任。但是，他也看
透了她的坏：她任性、自私、冷酷，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
以不顾任何人的感受；她可以为了报复阿希礼抢朋友的未
婚夫，也可以为了生计抢妹妹的未婚夫；她糊涂又固执地

守护着不现实的、无望的爱情，做着她的春秋大梦，从不醒
悟，在现实中却又依仗着白瑞德的爱度过一次次的关口。
而白瑞德，他表面看似玩世不恭、花天酒地，却有着一个深
不可测的、强大而坚硬的内心。他在现实生活事务的处理
上游刃有余。他对宽容、谦和、善良的玫拉尼心存敬佩，并
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他多少年在内心等待和期盼着斯
佳丽的爱，却眼看着她结了两次婚，直至自己心累了，人倦
了，才收拾起了那份飘忽不定没有结果的情感，毅然决然
地离开了。白瑞德和斯佳丽是两个太复杂的人，让人不知
道该说好还是说坏。或许，这才是真正真实的人，人性本
来就是如此，善恶美丑相互纠缠，难以截然割裂开来。

人活着，总喜欢遥望远方的幸福，总认为幸福在别处，
对于身边的幸福没有重视。所以，多少年过去了，当斯佳
丽在玫拉尼死后，突然顿悟了白瑞德对自己在感情和生活
上的意义，也才明白，其实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依靠和凭借
了白瑞德对自己不离不弃的鼎力相助和宽容呵护走过来
的。然而，就如白瑞德对她所说的一样：“梦？你总在梦
想，从没清醒过！”斯佳丽从少女时代就爱着阿希礼，此人

貌似高尚、正直，实则虚伪、懦弱。他既在精神上背叛着妻
子，喜欢斯佳丽的热情、勇敢，却又没有勇气在现实中离开
妻子玫拉尼，接受叛逆的斯佳丽，在生活的变故面前又是
那么无力应对，无法撑起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但斯佳丽
醒悟得太迟了，虽然爱一个人没有错，但她爱得太糊涂，她
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亦如她从未了解过她的第一
任、第二任丈夫以及那么爱她的白瑞德一样。她不了解自
己该去爱谁，谁对自己用情至深，她终于把一颗爱她的心
狠狠地伤透，远远地推开了。当她终于明白，哭泣着向白
瑞德表明心迹时，却再也抓不住那份曾经属于她的情感，
和此生的最爱自己的人擦肩而过。

爱，是需要用心细细体会的，谁是你人世轮回中的相
伴，需要睁大眼睛，用心感悟，方能和真爱携手人生，才不
至落得一个擦身而过，最终相忘于江湖的结局。

这是一位乱世佳人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一段传奇人
生，是一个错失真爱的让人心痛的爱情故事，是一幅美国
南北战争中社会、政治、经济及普通人生活变迁的凄美长
卷。

擦肩而过

□陈美英(山东胶东)

如今社会竞争激烈，工作中或许稍不留神就会滞步
于别人。可是，你也奋斗过也付出很大精力，无奈结果就
是不尽如人意。或许薪金比别人少，或许这样那样的好
事与你擦肩而过，你觉得付出与得到永远成反比。

于是，你会渐渐不平衡。你会抱怨自己付出的还不够
多，你会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这么没用！久了，你把自己整
得身心俱疲，严重的能窝囊出病……

而现在的爱情，就像寒冬里的雾霾，看似美丽却又那
么模糊而飘摇不定。或许，今天俩人还卿卿我我难分难
舍，明天却会有没完没了的吵吵闹闹甚至分手；你深爱对
方，可人家忽冷忽热；你觉得付出所有就能感动对方，可

人家不为所动；你把对方当成能携手进围城的那个，可人
家脚下或许还偷偷踩着好几只船。当然，如果哪天你感
动了对方得到该有的幸福，最好！可怕就怕，鸡飞蛋打。

于是，你也会渐渐不平衡。你会乱绪纷纷孤独寂寞，
你会痛苦消极抱怨感伤，你会觉得自己情感的天空灰暗
得再没放晴的那一天，你会觉得自己爱的世界只有黯淡
一片，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像行尸走肉，你会恨自己连深爱
的人都留不住……

既然生活在这个世间，你也要随时和形形色色的人
打交道，不停处理这样那样的事情，不管愿意与否都逃不
掉。处理好了皆大欢喜，落个心神愉悦，痛快舒爽；而一
旦处理不好，轻则心烦意躁，重则心神不定，自杀轻生的
也不是没有。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这些，说来真正痛苦受折磨
的那一个只会是自己。其实，这对自己很不公平！如果，
在某一件事上你觉得自己做得可能错了或者不妥，还会
主动给对方道歉，请求谅解。可在自己这里，哪怕你做得
再错再错，你能记得主动给自己道歉吗？你能在反省后
对自己说一声“亲爱的我自己，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吗？我想，是没多少人肯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的……

人生漫漫一路走来，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是自己，
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是自己，永远与自己形影相随的是
自己，永远与自己真正交心的还是自己。所以，请一定
善待你自己。当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请记得真诚地对
自己道声歉，说声：“亲爱的自己，我错了，原谅我，好
吗？！”

有所悟心

食男女饮
爱，是需要用心细细体会的，谁是你人世轮回中的相伴，需要

睁大眼睛，用心感悟，方能和真爱携手人生……

请一定善待你自己。当做了对不起的自己的事，请记得真诚地
对自己道声歉，说声：“亲爱的自己，我错了，原谅我，好吗？！”给自己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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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工程预决算130155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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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钢构设计 13937102710
●加固检测钢构 13253529116
●建筑★装饰★设计66616673
●专业装修饭店 13598861598

●办公酒店设计施工63312520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服装专卖店饭店 55695952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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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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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一驰租车66666673车新价优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高价购二手车 1359250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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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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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汽车电车定位 13939056712
●好专利寻合作 13592656086
●租赁灯光音响 13803710525
●监控、远程高清 53305878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钟点做饭保姆陪护67715997
●家佳美 55518187保姆月嫂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长期开荒保洁洗墙60331406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舒心月嫂保姆护理63218221
亿湛 55007473
鸿基梦 66666601

全国连锁金牌家政优惠酬宾

钟点工，空房沙发地板地毯

招 商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 13633822652、138383
38399 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您开车我掏钱共享教育资源

诚招市县招生代理 56782937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8339246111

●眼镜店加盟 13598048752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有项目资金求购合法工业

用地或合作开发 13673648300
●山东富士电梯招市县办事处

个人代理 18903855155
●贺贝尔润滑油寻有实力伙伴

共创全国市场 13838269102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Pos机办理招商18603715350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食品馅料生产企业因发展

需扩大规模，诚请有识之士

参与控股经营，证照齐全。电

话 15515784699
●长葛市增福创业园规划占地

500亩，107国道纵贯园区，正

在招商。电话：13603456165
●登封一植物园近 200亩地

合作开发 18503811117

寻生产商合作
免押金、送设备、预付定金 ,
货到付款。020-22626316、
22626306、13580535619徐总

转 让

●转郑成熟家政 15537100067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位佳养生会所 15939015135
●药店转让前进路18638258706
●急转花园路红专路口300㎡
饭店低租金 18838126882
●位优汽车展厅 13903811389
●熟食店转让易 15617623388
●国基路索凌路 85平方旺铺

转让刘先生 13526693452
●临街辅导班 13223099135
●上街区幼儿园转让联系

电话 15136282281
●政通路 1500平米饭店转让

无转让费电话 15903607328
●金水路酒店转 1863812729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专业维修空调 13683836352
●格力美的清洗补氟56683861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精修空调 56775988
●移修空调充氟 13140076669
●50元充氟维修清洗55551684
●66666782 厂家充氟移修收

空调加氟 56688836
软件网站

●十年建站、推广15515555565
●网络建设推广托管86073728
●398 起建网站 15093249093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两千元APP 13323811901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转建业路川菜馆13298139505
●位佳550㎡饭店15738314180
●30万转让经三路北段 1300
平方饭店 18695905250
●转位佳饭店 13383717039
●转让营业中550平方火锅店

金三角地段 13663843937
●盈利饭店转让 13837100129

公 告

注销公告
南阳市同乐医药超市有限公

司（注册号 411302100020
813）经全体股东会决议拟

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

司清算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7、28、31、B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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