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诉人!小染

年龄!

!"

岁

职业!自由职业者

倾诉地点!哥德咖啡

!""# ! $! " $% #

$% & &' () & *+,

'()&"*#$+,-#.,/*%

(+0123&3425678$,*9:;0

!

"#

!"

!"

!"

早晨睁开眼睛! 看见时钟的指针已经
指向了九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图像! 时针和分
针形成了一个直角!很中规中矩的样子"就
像我所期待的人生#$$做一个平凡的小妇
人!住在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里!为自己心
爱的人烧饭洗衣!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他一
起出去散散步% 足矣"

可是!就连这样看起来简单的生活!我
穷尽全身力气仍然无法得到" 悠悠地叹息
了一声!我才转身看睡在我身边的苏阳"

却发现身边早已经没有了人! 我在枕
头上拈起一根头发!是苏阳的"除了这根头
发可以提醒我苏阳昨夜在这里睡过以外!

苏阳又消失得没有任何痕迹" 他是什么时
候离开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
之时!趁我熟睡!悄悄地起身!又回到了他
的妻儿身边''我不得而知% 心里忽然烦
躁起来!我抓起电话打给他!耳边响起的是
熟悉的彩铃声( 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

!

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

拥有够不够多
!

梦得够不够好
!

可以追求不认输''电话
半晌也没有人接听%过了一会儿!苏阳打电
话过来()乖!怎么了啊!我刚才在开会呢% *

我几乎用咆哮的声音质问他()你!刚
才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要见到你!赶紧+

马上+ *

苏阳在电话里犹豫着()可是会还没开
完呢''*

我说()如果你
"#

分钟赶不回来!我就
要自杀+ *

)那好吧+*我似乎能感觉到!苏阳咬着
嘴唇说话"我知道!苏阳答应我的事情就一
定会做到! 我和他! 是我们彼此命定的劫
数!没有办法挣脱的劫数"

有人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命定的
那个人! 在遇见那个人之前所有的过往都
是人生的序曲"只有我们命定的主角出现!

我们的人生才算是开始"

#"

青春年少的时候! 我狂热地爱过一个
男人!不!那时候他应该还被称为男孩" 他
是我的同班同学!其实他并不帅"不过一七
五厘米的身高!九十多公斤的体重!同学们
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熊*!是啊!那么胖的
身型!不叫大熊叫什么呢& 我爱他!因为他

虎背熊腰的样子可以给我安全感! 我一直
相信他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女人的男人"

可是他不爱我!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

那女人在学校里出名地放浪形骸" 可是没
办法! 他还是爱她" 就像是我还是爱他一
样"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两三年!在我们
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大熊出事了"

他爱的那个女人!被校外的男人玩弄!

怀孕了"那男人又不想对此负责!女生想不
开!就吞了几百颗安眠药!连带着肚子里的
孩子!死了" 据说她死的时候很安详!据说
她还留了一封遗书" 这样的事在大学里是
见不得光的丢脸事!所以消息封锁得很严"

可是大熊还是知道了!据说!那女生在临死
前曾经给大熊打了个电话()你一定要为我
报仇" *

大熊那天正和班级的男生喝酒! 喝得
醉醺醺!喝得懵懵懂懂"所以也没把那女生
的话当回事" 因为那女生经常神神道道地
打电话给大熊! 就像现在我总是很神经质
地打电话给苏阳一样"

那女生真的死了" 大熊懊悔得拿头去
撞墙"再后来!大熊果然没有辜负那女生对
他的期待"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潜入
了玩弄那女生的男人的单位地下车库!以
他那并不灵敏的身体! 把一把尖刀插入了
那男人的肚子里! 算是为心爱的女人报了
仇"我果然没有看错他!我知道他是一个肯
保护自己心爱女人的男人" 只是那个女人
不是我" 我多么希望是我"

结果可想而知"大熊因为故意伤人!被
判刑入狱"这事儿终于闹得满城风雨"我记
得还登过报纸社会版的头条" 大熊是我心
中最仰慕的男人"我大学毕业!在北京随便
找了个工作! 为了在休息时间可以去看大
熊"我带换洗衣服和三五香烟去看他!我渐
渐地在他眼里看出对我的依恋和爱意" 两
年以后!大熊马上就要出狱"我让我爸妈在
郑州给我们安排好工作" 我跟大熊说()跟
我回郑州吧!那里有我们想要的生活" *大
熊眨了眨眼睛! 盯了我一会儿才说()对不
起小染!我不能跟你去"因为我不爱你"*那
一刻!我的心都要碎掉了"我说()可是我爱
你啊+*大熊摇摇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出
了探视间"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世间!只
有两情相悦是快乐和幸福的" 任何单方面
的付出和爱!不管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不幸
福的!除非那个人是傻子"他待他的爱人再
好!也只因为她是他的爱人而已!与旁人无
关"我不傻!大熊亦不傻!所以!我和大熊都
不快乐"

大熊出狱后留在北京做了北漂儿!我
收拾了我破碎的心!回到了郑州"

$"

郑州是个让我如鱼得水的地方" 我在
这里!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除了爱情" 并

不是我对爱情绝望了!而是我知道!我再也
不会遇见那种纯粹的不计较后果的爱情"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说()女人
在年轻的时候!遇见的无非是男人" *在我
回郑州的第二年! 妈妈安排了很多次相亲
给我!以期给我找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很
多次!都没有结果!因为我的心思并不在于
此" 不过最后还是嫁掉了"

我发现如果对爱情没有要求! 让自己
嫁掉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在众多相亲
对象中!选择了家世最显赫的嫁掉!我的丈
夫名字里也恰好带了个赫字"这段姻缘!被
亲戚朋友传为佳话!号称强强联手"婚礼极
尽奢华"我还记得!妈妈曾经小心翼翼地拿
着我和赫的生辰八字去问卦"先生说!我和
赫如果结婚就能够飞黄腾达! 我们的婚姻
是珠联璧合!必能够琴瑟合鸣"这些话听得
我妈心花怒放! 更加积极地操办我们的婚
礼"

也许在老一辈子人的眼里! 嫁了个男
人!能够让女人吃好穿好!所谓夫荣妻贵就
是这个道理"只是他们不知道!真心相爱的
两个人!是可以有情饮水饱的"

%"

在最初的日子里!赫待我很好"所有的
新婚夫妻大抵都是如此的吧!因为新鲜!很
多缺点很多毛病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等
到真正相互了解了!就开始厌倦了"我和赫
之间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不爱!所以不在
乎很多是非! 当然也就不会对经营感情很
尽力"

赫果真是很能干的人!和我结婚以后!

他就同我商量着要把原来的工作辞掉!开
个公司经商"我想都没想地答应了"我们已
经算是夫妻了!可是尽管睡在一张床上!也
隔得很远" 赫在金钱方面从来没有亏待过
我! 床头的抽屉里永远有现金和他的信用
卡副卡" 结婚以后的房产和车都写我的名
字" 可是我仍然不快乐!我的心不静!心不
空!我蠢蠢欲动却找不到出口"

赫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我们结婚第三
年的时候!我就不再上班了"因为我已经不
需要上班!赫赚的钱!养活十个我都不成问
题了"我每日无所事事!认识了一群和我一
样无聊的有钱女人们" 我们开着最新款的
车!去最高级的美容院!我们打牌一掷千金
''我们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女人"

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怕是要无聊到老
了吧" 可是赫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天!我和一群朋友疯狂购物回家"在
我把买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丢在门厅的时
候!我忽然发现!赫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早回来了" 因为生意
上的事情! 他晚归或者夜不归宿是正常状
况!我很少过问"

我很轻快地跟他打招呼! 思忖着晚饭
要不要在家里吃"

)小染!坐下来我们聊聊"*赫面色凝重
地说"

)哦&*我感觉事情不大对劲儿!依照他
的话贴在他身边坐下来" 没想到他局促地
往旁边挪了挪! 仿佛可以和我保持一定的
距离"

)我爱上了别人"*赫这样说着")哦!那
你打算怎么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要娶她"*赫的话依
然简短" )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会这么
快& 你没有考虑过我吗& *尽管我知道我并
不爱他!但是作为我的丈夫!我觉得他有义
务对我解释这一切" )没有多长时间!但是
我觉得她是我命中注定该遇见的女人" 我
一定要和她在一起''*赫接着说!)况且!

你也并不爱我"*)我''*我想了半天没有
接下去话"我爱他吗&我真的没办法说我爱
他!如果我真的爱他!恐怕现在也是心痛欲
碎吧"可是我现在想的居然是!怎么跟父母
交代这件事呢&

我是真的不爱他" 我得出了结论"

)如果你爱我!你怎么会没有注意到我
已经一周没有回家了&*赫接着说!)你是一

个完全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你并不需要
我" *可是我需要一桩婚姻!至少让外人看
来!我是正常的"

&"

我没有多做挣扎!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
了字"赫并没有亏待我!我们的大部分家产
他都留给了我" 他带着心爱的女人远走高
飞" 直到签字的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赫
也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如我的初恋大熊
一样!他是可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只
是他心爱的女人不是我"

也许有那么一刻! 我也是他心爱的女
人吧" 只是那时候我自以为是地没有去珍
惜" 我摇了摇头! 没有仔细往下想这件事
情!因为想也没有用了"为什么我总是没有
在对的时候遇见过对的人+

大学聚会上!我又遇见了大熊"在北京
的王府饭店里! 我的那些飞黄腾达的同学
们推杯换盏" 大熊仍然是读大学时候的样
子!在看见我的时候!眼睛忽然一亮" 我知
道男人的那种神情叫做惊艳" 自由活动的
时候!大熊忽然蹭到我身边来!借着酒劲儿
问我()小染!听说你离婚了&*我点点头"他
接着说()那我们有机会再续前缘呢"*他一
边说!一边把手搭上我的肩膀!被我不着痕
迹地闪开"如果大熊还是大熊的话!我已经
不再是当年那个清澈如水的女生了" 看着
眼前这个只能用肠肥脑满来形容的男人!

我忽然发现我青春年少的爱情! 只能算是
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悲哀地发现!我这一辈
子所追求的爱情!也许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我从北京回到郑州! 惆怅了好一阵子都没
缓过来"

'"

这样的情况下! 爱上苏阳变得自然而
然" 开始的时候!只是因为寂寞" 人们都知
道的!年轻漂亮又有点钱的离异女人!总会
格外吸引人的目光!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无
穷无尽的话题"苏阳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

那天!我穿黑色鱼尾短裙!把一头长发
盘起"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苏阳!他就难以
自持地向我走来!和我跳舞"苏阳在我耳边
轻轻地说()小染!你怎么可以这么妖娆" *

其实怎么能称为妖娆呢& 我觉得我自
己像是一只空了的杯子!里面盛满了寂寞"

寂寞是一种折磨人的东西!杯子装满了!有
点要爆炸的感觉" 可我至少表面上要做一
个矜持的女人! 尽管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
某个酒吧就有那种扎着白色皮腰带的!一
袭黑衣的从事特殊服务的男人! 但是我不
能"有人说!爱情如下棋!要高手过招!才有
味道" 我的寂寞!只有和我势均力敌的人!

才有机会接近并了解" 这样的人!太少了"

苏阳就是这样的男人"我爱他!莫名其
妙地爱他"他经常在我家里和我缠绵!然后
在午夜十二点以后离开"就是这样的!像极
了驾着南瓜马车来参加舞会的灰姑娘!十
二点的钟声响起!他就被打回原形"

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在意的! 有什么好
在意的呢&这样的男人虽然不是一抓一把!

总也是放眼望去为数不少的啊" 我安慰着
自己" 不过渐渐地!我就开始不满足了" 与
苏阳家里的老婆比!我差在哪里呢&他为什
么不肯离婚娶我呢&可是我不闹!我只是偶
尔透出一点想要再嫁的心思来! 苏阳就笑
着问我()你就那么想嫁给我吗&*我当然很
坚决地摇头()怎么会+ 你别自恋了" *苏阳
接着我的话说()那就好! 别到时候纠缠不
清了"*听到他的话!我非常非常不开心"我
只要他流露一点非我不娶想要和我白头到
老的意思就可以了! 可是连这一点他都吝
啬" 他至少不够爱我" 但是也无法离开我"

这就是我乱七八糟的无法总结的人
生"我曾经遇见过两个算是男人的男人!可
是我没抓住"我最后抓在手里的!这个叫苏
阳的男人!会是能陪我白头到老的人吗&连
我自己都没有信心!我不敢想下去了"

等不到我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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