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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惊魂未定的感
觉!苏苏走在街上"

车水马龙的!街上的
人渐渐多了起来"天也渐
渐暗起来了"

她拿出电话!打算给几个闺蜜倾诉
一下" 找谁呢# 林英# 那个毫无心机的
女孩!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嘴巴!若是告
诉了她!第二天估计就人尽皆知!说不
定传到后来! 不仅是她被摸了屁股!还
有可能被袭了胸"

那璐璐呢# 这个幸福的小女人!嫁
人后变了那么多! 十指不沾柴米的她!

现在可以做出一桌美味"

终于! 电话还是拨出去了"$ 怎么
啦# %娇娇的声音!幸福的小女人啊!掩
都掩不住& 她本来想控诉一番!可话到
嘴边!还是变了'$ 没什么事!就问问你
在干吗呢& %

$ 在家陪老公呢!你呢!这么晚了怎么
还不回去# %她说!就回去了&

手机响了! 是思明的短信&$ 你在哪
儿!忙完了吗#我去接你& %思明总是这样!

在她工作时!怕打扰她!先用短信问一下&

苏苏突然想起!那年过年 !她从老家
回来!到郑州是凌晨

$

点!车站里稀稀落落
没几个人!从火车上下来!苏苏看了一眼
这座灯火闪烁的城市!有几分陌生& 远远
地!思明站着!在等她& 他依然穿着那件难
看的衣服!皱巴巴的领子!在灯下瑟缩着&

可是他是半夜起来!过来接她&

妈说!明年就
%&

岁了!别把自己拖到
快
$'

岁了还没嫁人&

$ 忙完了吗# 我去接你# %思明的短信
又来了&苏苏回了一个字'$ 好& %她突然觉
得!什么问题都不算问题了&

苏苏开始有点盼望!思明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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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玫
瑰的那一天&

等待第 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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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谈恋爱时! 思明对苏苏说'

$ 我今年送你一朵玫瑰! 以后每年
加送一朵!一直到最后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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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

那是迄今为止! 木讷的思明!

对苏苏说过的最浪漫的话&

阳光里满是安静的味
道!苏苏扭头看着窗外!却
有几分坐立不安&

苏苏旁边坐着男友思
明!他正嘻嘻哈哈地和朋友说笑!今天来
吃饭的都是思明的朋友&

心里的火气没下去! 苏苏有种特别
想逃离的感觉&

但她知道! 这是思明在他们冷战了
几天后!特意叫上朋友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苏识大体! 知道在朋友面前给思
明留面子!哪怕是别扭着!还是来了!但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从上午思明去接她!

她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又有了&

思明穿着件衬衣! 令苏苏特别崩溃
的是!他在衬衣里还套了件

)

恤!显得脖
子里窝窝囊囊& 苏苏曾听人说过!男人衬

衣里套衣服! 就像是女人被人隔着裤子
看见底裤一样&

苏苏当时就想甩手走!忍了忍!把到
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黑着脸还是上了车&

她不止一次说过思明穿衣的品位! 他就
是改不了&

也许所谓的$ 才子%都是邋遢的# 苏
苏以此安慰自己&

思明的朋友里有几个女孩! 那些女
孩嗲嗲地!叽叽喳喳地说笑!其中一个扎
着两条辫子的!非要吃一个炒饭!这家店
没有!她便逼着人去别处打包带了来&苏
苏很有几分看不惯她的$ 作%& 苏苏在一
家杂志社供职!她自己的朋友!多是才色
兼有!落落大方!温婉沉静的!她打心里
不喜欢这些人&

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是恨屋及乌#

苏苏回头!看见午后
的阳光!刚好透过窗子打
在思明脸上& 阳光照着!

连空气里的微尘都能看
到!当然也能清晰地看到思明的脸&

谈恋爱快一年了!苏苏还从未如此
仔细地看过思明&

思明长得并不好看 & 他皮肤黑了
点!眼睛小了点!唇有点厚!平心而论!

这是追苏苏的人中! 最不起眼的一个!

扔到人堆里!也不会有人再多看一眼&

苏苏自己长得不差!她的前男友就
很帅!玉树临风的!苏苏和他谈了场轰
轰烈烈的恋爱! 但那个男人不思上进!

以至于后来连上班也不愿意了!天天沉迷
于网络游戏!在一次大争吵后!他甩手给
了苏苏一巴掌!苏苏彻底离开了他&

从此后!苏苏觉得!长得帅未必就是
好的&苏苏失恋后!思明开始追她&在第一
个情人节!他送了苏苏一朵玫瑰花!说了
句话'$ 今年送你一朵玫瑰!以后每年加送
一朵!一直到最后!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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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苏觉得!那是思明这个木讷的男人
嘴里! 说出的最让她心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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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玫
瑰!真到那时候!两人都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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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了& 苏
苏笑着!答应了做思明女朋友&

这才多久的事呢# 苏苏怀疑!自己怎
么就对思明有点厌烦了呢#

思明和苏苏恋爱后!

确实对她死心塌地&朋友
们都羡慕! 唯有她知道!

背后是怎样的&

那次苏苏的爸妈来了!去超市买东
西!苏苏有电话出去接!思明就站在那
儿!等苏苏回来结账& 爸妈脸早就黑了!

苏苏回来看到这个样子!恨不得找个地
缝钻进去&

好在思明并不是小气! 提醒了他!

他也会知道& 所以苏苏可以原谅他&

前几个月! 思明的弟弟妹妹来了&

他们一过来!苏苏和思明再没了二人世
界& 弟弟天天打游戏!妹妹不是睡觉就
是翻画册!房间里乱七八糟& 苏苏一眼
也看不下去!转身回了自己住的地方&

苏苏租住的地方很小! 而且是在郊
区!上班要转两趟公交&但是没办法!这个
城市的房价就像是周扒皮家的公鸡!每叫
一声都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扒一层皮!她开
始渴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让她
告别浮萍般的生活&

苏苏不得不承认!她已经很俗了& 她
把自己变成一个家庭主妇! 洗衣做饭!做
力所能及的事! 最大的愿望是!赶紧攒够
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可光自己攒钱
也不够!思明呢!本来有点节余!可弟弟妹
妹来后!还要她倒贴&听思明的意思!想让
弟弟妹妹一直跟着他!直到他们能自立&

可看着他们那么不长进的样子!苏苏
觉得自己日渐绝望& 也是从那时候起!

她下了分手的决心!开始和思明冷战&

想到这一切! 苏苏
突然觉得意兴阑珊 !把

头偏向一边! 玩着窗帘上挂的流苏!连
和思明的朋友应付都懒得了&

看她落寞的样子! 朋友开始找话!

有人问苏苏!什么时候和思明结婚&

结婚#分手还差不多!苏苏暗想着!

勉强一笑'$ 我约了人!必须走了& %

苏苏下午确实约了见一个收藏家!

其实时间还早!她庆幸自己终于找了个
提前走的借口& 思明跟过来!说'$ 我送
你& %苏苏说不用&

看时间那么早!苏苏打算慢慢走过去&地
上有厚厚的一层黄叶!踩上去舒服极了& 可即
便这样!也难掩心里悲凉绝望的感觉&$ 绝望%!

不知道为什么苏苏会想到这个词&

苏苏见一老汉推着一个烤红薯的车!

旁边一辆车开过来!老汉忙不迭地往后退&

巴巴地看着苏苏!苏苏便过去买了一个!老
汉边称边堆笑'$ 不让在街边摆摊! 现在煤
也涨价了!什么都涨了& %

拿着红薯! 这竟然是苏苏觉得心情最
好的时候& 事实上!苏苏一点儿也不饿!红
薯在桌上摆了一下午!直到凉透&

电话响起 ! 约好的
时间到了 ! 她去了那位
收藏家的家 &

家里很干净古典!收
藏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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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瘦瘦的样子!脸上带了种
不见阳光的苍白&寒暄几句后!他把苏苏
带到了他的收藏室&

收藏室很大!摆满了东西!苏苏夸了
几句!老人开始一样一样给她介绍&

果然很不错!苏苏想&

但是让她极不舒服的是! 在老人的
收藏架上!摆了一个女性裸体的根雕&

$ 见过这个吗#%他问&苏苏的脸$ 刷 %

地红了 !忙不迭地摇头 &

说着! 他便往苏苏身边靠&$ 为了这
个!费了我不少工夫呢& 我见过你写的不
少收藏的文章!真不错()%

他靠近着!苏苏分明觉得!他那双枯
瘦的手!碰到了自己的屁股"

她真想一巴掌打过去" 门响了!老人
的太太从外边回来!苏苏回头!老人一脸
平静!手里早就换了另一样东西"

一切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倒是惊慌失
措的苏苏!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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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爱情
故事想要跟大家
一起分享吗#可以
发邮件到记者邮
箱给我们讲述你
的情感经历!也可
以打电话倾诉"同
时!我们也会帮你
约请有关专家!解
答关于婚恋*家庭
方面的问题"

那男那女记者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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