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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她跟我说"# 我们结婚吧$ %

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收获意料
中的喜悦$

她父亲是教育局的领导! 母亲是大学老
师!还有个姐姐$ 她姐姐去年结婚!老公送了
一辆别克君威!

"#

多万$

# 如果仪静也让家人给介绍对象!应该不
会比她姐姐差吧! 毕竟她长得比她姐姐还漂
亮$ %忽然冒出来这么个念头!吓了自己一跳$

可能是受了她姐姐的刺激! 我开始认真
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

忽然想起& 血色浪漫' !我俩曾经一起
看过的连续剧 $ 想起一起看到钟跃民跟周
晓白分手时 !仪静边流泪边骂# 周晓白对他
那么好 !为什么要分手呢 %$ 那时候我和仪
静都认为是钟跃民喜欢上了秦岭 ! 现在我
忽然明白!不是的!钟跃民是在逃债(

我跟钟跃民一样!都是欠债的人$

仪静对我的好! 刚开始我都能心安理得
地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付出
无论是感情还是金钱!越来越不成正比$ 她的
那份越来越多!我的这份越来越少!这种状况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欠她的!而且负债额越来
越大!我感觉我已经还不起了$

想起仪静那个有钱的姐夫! 还有她优越
的家庭!我感觉心里一片空洞$

大房)好车!这些东西!如果仪静没跟我
在一起!应该都是可以拥有的$ 如果跟我在一
起!我给不了她!那就是我剥夺了仪静原本该
拥有的东西$

我还不起!我想逃!像钟跃民一样逃债$

有了逃避的念头!但是我还是没跟仪静
说$ 是自私在作祟!被人照顾被人爱的感觉
让我迷失了$ 就这样骗着仪静也骗着自己!

一直到了今年夏天!她回家了$ 仪静是老师!

有着让我一直非常羡慕的寒暑假$

她找了个代课老师的活!每天
$

节课!从
上午

$

点到下午
%

点!一天
$#

块钱$ 今年夏天
很热! 她打电话跟我说"# 我晒黑了好多!你
嫌弃我吗$ %我说"# 当然不会啊$ %发工资的
那天! 她高兴地给我打电话"# 我发工资了!

哈哈!两千多呢!再攒一个月我们就能买下
一平方米房子了$ %她说的是我们俩曾经商
量着一起攒钱买房子$

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那一刻真觉得
自己好没用! 毕业

&

年了还要靠女朋友打零
工# 增砖添瓦%$

仪静说她不在乎我有没有房子!她说她
认准了要跟我在一起$ 其实她是在乎的!我
知道$ 她是个向往稳定的女孩!她心目中的
理想生活就是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待在家里
收拾家务!两个人在一起$

我再一次质疑自己!我配和仪静在一起
吗*

那天! 我跟单位一个女同事一起吃饭$

席间她让我帮他参谋两个追求她的男人!我
笑她"# 真不知足!还挑挑拣拣的$ %她叹了口
气"# 我们女人也就这两年的好时候了!过了
这两年!谁还要呢$ %

我一下子想到了仪静! 她已经
"%

岁了!

比我还大一岁$

分手!我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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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我们分手了
七夕那天!我跟她分

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
抱着被子痛哭流涕!最爱
我的那个女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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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碰见仪静是在朋友的
聚会上! 齐耳的短发! 大大的眼
睛$ 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猜酒划
拳!闹得鸡犬不宁$她好像有什么
心事!我们在闹腾的时候!她就静
静地在旁边看着! 偶尔才会附和
我们笑两声$唱歌的时候!我仗着
酒劲!一把把她拖过来!硬是把话
筒塞给她!朋友们也都跟着起哄$

无奈!她点了一首& 开始懂了' $

#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
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歌声
中夹杂着哽咽声! 我诧异地回头
看去!发现她早已满脸泪水$朋友
告诉我!她刚刚失恋$

看着那张布满泪痕的脸!我
的心突然一动$ 我曾向自己许诺
过!如果有女孩为我哭泣!我一定
好好珍惜$

那次以后!我就开始追求她!

我认定!她就是我要的女孩$

接下来!先是她拒绝!但我死
皮赖脸跟着不放!足足用了半年
的时间$ 答应我的那一天!她跟
我说"# 我受过伤!如果再谈恋爱
就是直接奔着结婚去的!你能接
受吗* %

# 当然能啊!我追你就是要跟
你结婚的( %我拍着胸脯说$

我是个随性的人!也是个懒人!比如我基
本不洗袜子!没袜子的时候!要么把袜子反过
来穿!要不去买新的$为了免于洗毛巾!我洗脸
不用毛巾!从来都是自然干++

)

等她终于成为我的女朋友后!懒人的幸福
生活来了$ 每两个星期!她就会给我买一条新
毛巾!她知道我不会去洗的$每到星期六!她就
会来我的住处!大扫除!洗衣服!忙个不停$ 不
仅如此!她还总是哄着我去买新衣服!以陪她
逛街的理由把我约出去! 逛的全都是男装店$

每当我心疼钱不想买的时候!她总是会说"# 你
拿大头!我给你添点$ %其实!每次她都添到了
一半$

由于工作性质!我不得不经常熬夜$ 以前
每个夜晚都是靠香烟和咖啡打发! 自从有了
她!每次熬夜的时候!我都能吃上新鲜的水果$

为了图方便!我买了个# 热得快%烧水$ 她
来看我那天!我正在忙着整报表!她就去给我
烧水$

水开了!她慌着跑去拔热得快$ 紧接着我
听到# 砰%的一声和她的尖叫$

我从椅子上弹起来!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
过去$ 水瓶炸了!满地碎片!她抱着脸蹲在地
上$ 我赶忙跑过去扶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
哭了起来! 瓶胆的碎片从她的头发上落下来!

扎得我生疼$

她烫伤了!胳膊!还有脸$ 我当时吓坏了!

赶紧拿出牙膏!往她烫伤的地方涂$ 看着她从
眼角不断流出的泪水!我真的好心疼$

可能是牙膏的清凉作用起了作用!她说的
第一句话我永远无法忘记"# 这个太危险!你以
后不许再用了!烫住你咋办( %

没有喊疼!没有怪我!开口先问我$泪水模
糊了我的双眼$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决不能辜
负这个女孩$

我开始以各种理由回避仪静$

以前每天至少
(*

条短信! 现在白天基本不
联系$ 我说忙!她也不再追问$ 但依然是每天晚
上都要等到我的短信!否则就不去睡觉$

我开始频繁跟女同事出去吃饭! 每次吃饭
的时候都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在外面吃饭!跟
女的一起$ 她只说工作难免应酬!少喝点酒$

有意无意的! 我开始暗示她接受家人的相
亲安排!而她总是以各种理由回绝!后来烦了就
问我"# 你就这么想让我跟别人跑了* % 那一声

# 是%!我说不出口$

眼瞅着暑假就要结束了!就要回郑州了!面
对她我更不可能说出口了!我决定摊牌$

晚上!她照常给我打电话!兴高采烈地讲他
们班上的趣事$ 跟着干笑几声后!我说"# 我们分
手吧!仪静$ %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不敢听下去!赶紧关机$

第二天下午下班!她出现在我家门口!挎着
两个大包!眼睛红肿$# 给我个解释$ %

我把她拉进屋里!她开始哭!骂我!打我$ 我
竭力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你有完没完*

我早就不爱你了!半年前就不了!只是一直在骗
你罢了$ %

# 我瞒着家人!偷偷跑来看你$ 你就给我这
个答案* %

# 是$ %

她说她的心都碎了!我一直冷漠地看着她$

她把我的照片都摊在床上! 边数边说!这
是你哪年照的 !那时候你在哪儿上班!眼泪一
颗颗掉在照片上$ 我扭过头不看!怕自己反悔$

两天过后!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她不哭了!

# 你能陪我过最后一个情人节吗* %我无法说不$

那天晚上!郑州二七广场人很多!上天桥都
得排队$ 站在天桥上!她看着桥上一对对恋人牵
着手从我们眼前走过!忽然说了句话"# 热闹是他
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那一刻!我特别恨朱自清$

街头叫卖玫瑰花的小姑娘! 迎着我问"# 先
生! 要给女朋友买束花吗* % 我想买! 她没让$

# 贵$ %她说$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电
脑还开着!音乐在响!单曲循环!还是那首歌!& 开
始懂了' !#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 不是骗我!很
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会
来了$ %

大早上的!我抱着被子哭了起来$ 最爱我的
那个女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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