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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帖

一
管春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路痴。
他开一个小小的酒吧，但房子是在南京房

价很低的时候买的，没有租金所以经营起来压
力不大。

他和女朋友毛毛两人经常吵架，有次劝架
兼蹭饭，我跟他俩在一家餐厅吃饭。 两人怒目
相对，我埋头苦吃，管春一摔筷子，气冲冲去上
厕所，半小时都没动静，去厕所找也不见人。

毛毛咬牙切齿，认为这人逃跑了。 结果他
满头大汗从餐厅大门奔进来， 大家惊呆了，他
小声说，上完厕所想了会吵架用词，想好以后
一股劲往回跑，不知道怎么穿越走廊就到了新
华书店，人家指路他又走到了正洪街广场。 最
后想了招狠的，索性打车。 司机一路开又没听
说过这家饭馆， 描绘半天已经开到了鼓楼，只
好再换辆车，才找回来的。

上个厕所迷路迷到鼓楼。 毛毛气得笑了。
二

他们经常吵架的原因是，酒吧生意不好，毛毛
觉得不如索性转手，买个房子准备结婚。 管春认为
酒吧生意再不好，可属于自己的心血，不乐意卖。

吵着吵着，两人分手了。 毛毛找了个家具
商，常州人。而管春依旧守着那家小小的酒吧。

管春说，这泼妇,亏我还跟她聊过结婚的
事情。 这泼妇，留了堆破烂走了。 这泼妇,走的
时候掉了几颗眼泪还算有良心。

我说，泼妇太难听了。
管春沉默一会，哭了，说，老子真想这泼妇啊。

三
我那年刚毕业，每天都在他那里喝酒。 有

一天深夜，我喝高了，他滴酒没沾，搀扶我进他
的二手派力奥。 早上醒来，车子停在国道边的
草丛，迎面是块石碑，写着安徽界。

我大惊失色，酒意全无，问他什么情况。管
春揉揉眼睛说，上错高架口了。我说，那你下来
呀。 他羞涩地说，我下来了，又下错高架口了。

刹那间，我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管春说，我怎么老是找不到路？
我努力平静，说，没关系。
管春说，我想通了，我自己找不到路，但是

毛毛找到了。她告诉我，以前是爱我的，可爱情
会改变。我一直愤怒，这不就是变心吗，怎么还
理直气壮的？现在我想通了，变心这种事情，我

跟她都不能控制。就算我大喊，你不准变心！她
就不变心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目的的，快到龙岩车子
抛锚，引擎盖里隐约冒黑烟。 管春叹口气，说，这车
也该寿终正寝，找个汽修厂能卖多少是多少。

最后卖了一千多块。 拖走前， 管春打开后备
箱，呆呆地说，你看。 我一看，是毛毛留下的一切物
件。 相册、明信片、茶杯、毛毯，甚至还有牙刷。

拖车拖着一辆废弃的派力奥，和满载的记
忆走了。

管春在烟尘飞舞的国道边，呆了许久。
我在想，他是不是故意载着一车回忆，开到能

抵达的最远的地方，然后将它们全部放弃？
四

回南京，管春拼命打理，酒吧生意开始红火。
一天，一起玩的朋友说，毛毛完蛋了。 我瞄瞄管
春，他面无表情，就壮胆问详情。 朋友说，毛毛的
老公在河南买地做项目，碰到骗子，没有土地证，
千万投资估计打水漂，到处托人摆平这事。

过段时间，我零星了解到，毛毛的老公破
产，银行开始拍卖房子。

有天我们经过那家公寓楼，管春一脚急刹
车，指着前头一辆缓缓靠边的切诺基说：瞧，泼
妇老公的车子，大概要被法院牵走了。

切诺基停好，毛毛下车，很慢很慢地走开。
我似乎能听见她抽泣的声音。

管春扭头说，安全带。
我下意识扣好，管春嘿嘿一笑，接着一脚

油门，往切诺基撞了上去。
两人没事，气囊弹到脸上，行人纷纷围上。

我能看到几十米开外毛毛吓白的脸。
图一时痛快，管春只好卖酒吧。 整一百万，

七十五万赔给毛毛。 他带着剩下的钱，和几个
搞音乐的朋友去各个城市开小型演唱会，据说
都是当地文艺范儿的酒吧，开一场赚五千。

他的手机永远打不通，上 QQ 时，看见他
偶尔在，只是简单聊几句。

我心里一直有疑问， 终于憋不住问他，你
撞车就图个爽吗？

管春发个装酷的表情，然后说，她那车我
知道，估计只能卖三十多万。

我说，你赔她七十五万，是不是让她好歹
能留点钱过日子？

管春没立即回复， 又发个装酷的表情，半

天后说，可能吧，反正撞得很爽。
说完就下线了，留个灰色的头像。

五
过了两年，大概钱花光光，管春回了，暂时

住我租的破屋子。 两人看几天电视剧，突发奇
想去那家酒吧看看。

走进酒吧，基本没客人，就一个姑娘在吧
台里熟练地擦酒杯。

管春猛地停下脚步。 我仔细看看，原来那
个姑娘是毛毛。

毛毛抬头，微笑着说：怎么有空来？
管春转身就走，被我拉住。
毛毛说：你撞我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分

手了。他不肯跟我领结婚证，至于为什么，我都不
想问原因。 分手后，他给我一辆开了几年的切诺
基，我用你赔给我的钱，跟爸妈借了他们要替我
买房子的钱，重新把这家酒吧买回来了。

毛毛说：买回来也一年了，就是没客人。
管春嘴巴一直无声地开开合合，从他嘴型

看，我能认出是三个字在重复：这泼妇……
毛毛放下杯子，眼泪掉下来，说，我不会做

生意，你可不可以娶我？
管春背对毛毛，身体僵硬，我害怕他冲过

去打毛毛耳光，紧紧抓住他。
管春点了点头。
这是我见过最隆重的点头。 一公分一公分

下去，一公分一公分上来，再一公分一公分下
去，缓慢而坚定。

管春转过身，满脸是泪，说：毛毛，你是不
是过得很辛苦？ 我可不可以娶你？

六
我知道旁人会无法理解。 其实一段爱情，

是不需要别人理解的。
全世界都不知道谁在等谁。
而管春在等毛毛。
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问题

的答案都很简单。 所以管春点点头。
我爱你是三个字，三个字组成最复杂的一

句话。有些人藏在心里，有些人脱口而出。也许
有人曾静静看着你：可不可以等等我，等我幡
然醒悟，等我明辨是非，等我说服自己，等我爬
出悬崖，等我缝好胸腔来看你。

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
命的公路牌。

石门县第五中学 屈阳

躲雨记

骤然回首，离家已近一个月，穿梭的
身影使我忘却了回家的路。 江南的秋雨总
是冰凉冰凉的，我冒着雨跑到亭子中，徘徊
着，急促不安。

“爸”一声亲切的叫声，使我停止了徘徊的
脚步。 转过头， 风雨中一对父女映入了我的眼
帘，父亲的衣着像是一个农民，额头上的皱纹印
证了岁月的沧桑。 他巍颤地把枯干如柴的手伸
进早已淡褪得分辨不出颜色的棉袄的内侧，拿
出几张非常破旧的票子连同右手提着的一个口
袋一并交给那女孩。 他们并没有说话，却在雨中
伫立了近十来分钟， 老汉用手撩了撩女孩黑发
上的雨珠，目送女孩离去，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久久不能回神，那恰
似自己父亲脸上的皱纹， 恰似自己父亲欣慰的
笑容，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心。

父亲在干什么？ 他是否也在院前的榕树下等待我回家的身影；他是否也因为惦记我而
彻夜难眠；他是否也在担心我那瘦弱多病的身体；他是否也能体会到我内心原有的凄凉。想
到这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先前那弥暗的心，即使在雨中也依然充满了阳光，先前那
穿梭的身影也不再那么疲惫，先前那徘徊的脚步也不再那么孤单，先前那迷失在雨中回家
的路，现在也愈见清晰。

只身但并不孤独的我登上了山的最高处，望着那个方向，回想那个家。
躲雨时，感受其中的那份亲情，感受其中的那份幸福。就像流水一样滋润了我原有的凄

凉，使得那份爱在心底不停不停地流动，永不平息。
路上的行人似乎也被这秋雨中的风景所感动，不自觉地放慢了来去匆匆的脚步。

（指导老师 杨永红）

小说迷

永州冷水滩区竹山桥学校 张造云
稻草人

鸟儿飞过村庄。 在稻田里，在菜地里。 它的
影子像精灵一般，四处跳跃，四处觅食。 人类自
从有了耕作活动开始， 便与鸟儿开始了争夺食
物的斗争， 但总不能一天到晚老守着庄稼和菜
地，于是，稻草人开始走入田间。

他不需要高贵的材料，稻草就可。 没有稻草，
用镰刀割一把茅草也可，没有茅草，用竹子捆绑一
个十字架，套上两个塑胶袋也可以骗骗麻雀们。 它
们是多么的幼稚，只要稍微有点象形的物什，就可
以让鸟儿退避三舍。 它们太害怕人类了，说明人类
让鸟儿受到伤害无数， 以致多年的进化， 形成经
验，传递给大脑：人类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

他站立在田地里，与世无争，默默忍受日晒
雨淋，为主人争取最大的收获。 他的衣服破了，
却从不吭声；他的身体腐烂了，依然站立如初。
如果说，他也有青春，那么，他把最美好的青春
都奉献给田野和菜地， 在烈日和雨水下度完自
己的一生。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肃然起敬。 人类无所畏
惧，他何尝不是。 我被他的坚持，他的坚守，他的
品质，感动得生出一些莫名的情愫，为他写字，
为他写诗，为他画画。 女儿说：爸爸，今年我们给
稻草人戴一顶草帽吧，给它换一身衣裳吧，它天
天日晒雨淋，怪可怜的。

女儿戴着一顶废弃的草帽， 拿着一件穿旧
了的裙子， 跑向田间， 像一阵风一样跑向稻草
人。 远远地，远远地，我却分不清，哪一个是女
儿，哪一个是稻草人。

□ 李良旭

生命的笑容
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组感人的画

面，画面的题目是：生命的笑容。
英国伦敦一名 44岁的女子， 被查出

患了乳腺癌。 她回到家，笑着对自己 6 岁
的女儿说了病情。她说，为了治病，妈妈的
容貌马上要有所改变，现在请女儿为自己
做一件事，那就是请女儿帮助自己把一头
秀发剃掉。

女儿听了，高兴地答应了。 于是，
6 岁的女儿双手拿着剃须刀， 开始帮
妈妈剃头。 小姑娘笨手笨脚的，把妈
妈的头发剪的丑陋不堪。 母亲从镜子
里 ，看到自己的头发被女儿剪成“阴
阳头，”忍俊不禁 ，与女儿嘻嘻哈哈 ，
互相逗笑。

这充满温暖、甜蜜的画面，感动了无
数网友的心。 当死神向你露出狰狞、恐怖
的面容时，依然以灿烂的笑容面对，展示
出生命的坚强和勇敢， 这是一种积极、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 12岁的小女
孩，被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症，这种病，
被称为超级癌症。

小女孩得知病情后，脸上露出羞涩的
笑容。 她说：“哇，这病可真厉害呀，都是

‘超级级别’的了，看来，只能让超人来对
付它了。 ”

于是， 她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超人模样， 用超人的语言和动作，表
达出对这种疾病的蔑视和不屑；在家
里 ， 爸爸妈妈也常常打扮成超人模
样 ，向她展示出力量和勇气 ；邻里小
朋友也常常打扮成超人模样，给她信
心和力量。

新西兰惠灵顿一个 66 岁老太太，
被查出患有脑萎缩症， 这种病发展下
去，所有的人她都会不认识了，包括她
自己。 老太太知道后，每天将自己打扮
的漂漂亮亮的，走到每一个熟悉的人面
前，深情地拥抱他们，然后捧起对方的
脸， 在对方额头上深情地一吻， 说道：

“我记下了你的容貌，记在了心里了，永
远不会忘记的！ ”

生命的笑容，是人生的一种态度，这种态
度，给人以无穷的信心和勇气。人生可以被打
倒，但决不能放弃笑容。 笑容，永远是人生昂
首挺立中最优美的姿态。

一块是山不像山的坡地
陡得放不稳一粒种子
陡得长成的野柿子树的根
可怜地露出干瘦的脚丫
尽管他想用火红圆润的上半身
吸引或明或暗的视线
却还是遮盖不了
几滴自卑而委屈的泪水

他的涩无人来尝
他的硬无人来碰
他的荣衰无人关注
当路人提议要砍掉的时候
父亲出来说
留着吧
等所有的柿子都进了城之后
他，是咱乡下的安慰

野柿子
桃源 吕林

写诗吧总会有人等到你
□ 张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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