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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的北京女孩李小冉从北京
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东方歌舞团" 此后!

李小冉在濮存昕# 陈坤等良师益友的帮助
下!正式进入影视圈!相继在$双凤奇案%#

$像雾像雨又像风%#$生命因你而美丽%#$天
使不寂寞%#$爱在阳光灿烂时%#$别了!温哥
华%#$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多部影视剧中出
演角色!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年春节后!李小冉去深圳拍戏时!

结识了当地大富豪孙中鸣&化名'" 在戏外
从未谈过恋爱的李小冉!情不自禁地坠入孙
中鸣精心编织的情网" 热恋两个月后!两人
谈婚论嫁!他要她退出影视圈!当起全职太
太" 李小冉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两人就
此产生隔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小冉无意中发
现孙中鸣与赌球#讨债等事务!只得向孙中
鸣提出分手!理由是自己不想过早被婚姻束
缚住手脚"

没想到! 孙中鸣声称自己的感情受到
了莫大的伤害!整天缠住李小冉不放" 有一
次! 孙中鸣在李小冉所住的小区门口拦住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水果刀!指着她的脸
说()我可以毁了你!你信不信* +

李小冉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针锋相
对地说()你毁了我的脸!我拍不成戏!还可
以当编剧!做导演!而你呢*只会去蹲大牢,+

她颇为犀利的气势!)镇+住了他!他只得收
回水果刀!转身离去--

孙中鸣并未善罢甘休!隔三岔五给李小
冉打电话或发短信!半是威胁半是表白()你
如果谈恋爱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只要你
单身一人!我会一直等下去!等到你回心转
意的那一天--+

!&&"年"月! 李小冉在%&集民国大戏
$阴丹士林%中饰演女二号姜云静!由此与该
剧的导演鄢颇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众所周知! 鄢颇是著名影星梅婷的前
夫!#$("年出生于上海! 毕业于法国高等装
饰艺术学院视觉传播系" !&&!年!他与梅婷
结婚后!梅婷拿出!&&万元积蓄!助他圆了导
演梦!自己则在戏中出演女主角"怎奈)夫妻
档+影片$阿司匹林%叫好不叫座!几近血本
无归!两人留下心结!感情渐渐变淡" !&&'

年!两人离婚" 之后!鄢颇先后执导$玻璃
婚%#$新结婚时代%这两部电视剧!展示了自
己顶尖的视觉艺术! 被圈内人士称为新锐
)文艺导演+"

顺利拍完$阴丹士林%!李小冉对鄢颇有
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她知道他同自己一样都
喜欢宠物狗#炸酱面#王菲的歌和电脑游戏!

并且连口头语都一样!)你知道吗+配上一副
诚恳的表情!简直是帅呆了,除了拍戏!两人
都喜欢)宅+在屋里看影碟--

李小冉由此喜欢上了鄢颇! 她多想把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向爱的方向推
进啊!可她难以跳出)前男友+的阴影!只能
强迫自己理智一些!再理智一些"

在北京宣传$阴丹士林%期间!李小冉同
样是露一面就要离开! 鄢颇拦住了她! 问(

)小冉! 你不会对我这个新导演有什么看法
吧*+她笑着说()鄢导!瞧你说的--我对你
的印象一直很好--+

鄢颇趁机从车后备厢里拿出一大束鲜
红的玫瑰!李小冉吓得连连摆手!直朝后退!

鄢颇故意逗她()小冉!我可不是一匹来自旷
野的狼呀!你怕什么怕*+李小冉考虑好长时
间!这才开口()鄢导!让我做你的蓝颜知己
好吗*+他长叹一声说()比友情多一点!比爱
情少一点!我可跳不好这个跷跷板"+)鄢导!

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我的苦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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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初! 李小冉回到北京的家
里!准备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她之所以敢回
北京!是因为鄢颇正在北京!准备于(月$日
参加他所执导的都市时尚电影 $摇摆的婚
约%的首映礼!恰巧有一段空闲的档期"

(月)日午饭后!李小冉在北京的家里一
边玩电脑游戏!一边与鄢颇进行视频聊天"

两人约定共进晚餐! 鄢颇提出()我开车去
接你吧!一起去全聚德烤鸭店" +李小冉担
心地问()那里安全吗* +鄢颇发送一个微笑
的表情!回应道()那儿是闹市区!行人多如
牛毛!再说!有我这个保护神呢" +

当天下午'点半前后!李小冉正在家里
等待着鄢颇来接她! 突然接到北京市朝阳
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的电话! 问她是
否认识鄢颇" 她的心头不禁一颤!说()鄢颇
是我的男朋友!他怎么啦* +

原来!当天下午'点!鄢颇在朝阳区朝
外大街$$号百脑汇旗舰店停车场! 发生了
那起惊动全国的)鄢颇被砍案+" 李小冉飞
快地赶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医生特许!李
小再破例进了重症监护室" 看着身上裹满
纱布的鄢颇!她强迫自己不哭!强迫自己接
受这一现实!然后柔声地喊着鄢颇的名字!

说()你只想着保护我!而我却没有想到保护
你!让你受到了牵连--你要答应我!活下
来, 好好地活着--+

(月$日早晨! 当第一缕晨曦射进病房
时!鄢颇的病情趋于稳定!意识逐渐恢复清
醒" 得知鄢颇脱离了生命危险!李小冉才松
了一口气" 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纵使鄢颇
残疾了!自己也会嫁给他!好好照顾他!并且
永不变心,

(月#&日中午!鄢颇度过了危险期!被送
入普通病房!很快就清醒过来"他开口对李小

冉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冉! 你没被我这个样
子吓倒吧* 唉!都怪我没能保护好自己--+

李小冉张出双臂!抱住鄢颇的头!问他是

不是觉得特别委屈*他说()有点儿!但更多是

的感动--因为你一直守在这里! 我在昏迷
中能感觉到你带着血泪的呼唤--+

一周后! 鄢颇转入北京军区总医院骨
科病房!诊断书写着右臂及右腿各有一处较
重刀伤!并有两处严重骨折!还要治疗半个
月!出院后需康复训练半年至一年"

为了能精心照顾鄢颇! 李小冉推掉了大

量戏约!甚至交了几十万元的违约金"她穿上
了医护人员的白大褂! 从早到晚都守在他的

病床前!不是喂他吃饭!就是端水拿药--

(月!'日!李小冉给鄢颇办理出院手续
时!因身体严重透支而病倒了"她不肯住院!

只是让医生开些药!说这样好回去照顾鄢颇
--

鄢颇心疼极了! 说()你在这里好好住
院!我请个护工就行了" +李小冉忍不住落
泪!说()我照顾你是觉得有些累!但心里是
很开心的" 当我看着你一天天好起来!会觉
得特别踏实!特别有成就感" +

转眼到了#&月$日! 鄢颇摆脱了拐杖和
轮椅!在李小冉的搀扶下!坐在电脑前!更新
自己的博客! 向公众推介于!&#&年!月杀青
的电视剧$我的糟糠之妻%--

见鄢颇康复情况良好! 李小冉同他谈
婚论嫁!她对婚礼的要求很简单!幻想着能
与他穿着牛仔裤#休闲服出双入对!小范围
的婚宴一结束!两人就坐飞机去印尼的巴厘
岛!在那里度蜜月"

鄢颇问李小冉为何不要婚纱! 她说(

)我很害怕传统婚礼!穿着洁白的婚纱!经历
繁琐的程序!就跟演戏一样"在我看来!两颗
真爱的心!完全可以裸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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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初! 正在重庆拍戏的李小冉
备感孤独! 不由得思念起千里之外的鄢颇!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鄢颇打来的()小冉!

你好, +她调皮地说()鄢大导演!你比我更
好,+他言归正传!说自己已飞到重庆来了!求

她赏赐见上一面" 坐定后!他开口了()小冉!

知道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联系你吗* +她

说()鄢大导演戏约缠身呗" +他摇了摇头说!

自己试图忘掉她!并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遗
憾的是!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越来越牢固!

越来越重要!他希望她能做他的女朋友"

鄢颇的肺腑之言! 击中了李小冉的软

肋"她被鄢颇的满腔痴情所打动!终于答应了
他" 不过!李小冉同他)约法三章+()第一#我
只同你.试恋爱/!随时可以同你分手!但你不

得纠缠我0二#严格对外保密!不准向任何人

透露我们俩的行踪及交往的任何信息0三#你
继续当导演! 我继续拍戏! 但你不得私自探
班!平时联系主要靠电话和手机短信" +

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 鄢颇忍不住笑了(

)哈哈!小冉你真新潮啊!居然要我同你试恋
爱--试着恋爱!总比没有要好!我答应你,+

鄢颇与李小冉)试恋爱+一阶段后!越
来越感觉到她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女孩!总是
像神龙见尾不见首那样!自己连见她一面都
很困难" 鄢颇百思而不得其解!开始拐弯抹
角地向圈内朋友打听!终于得知李小冉是一
个)很奇怪+的演员(她与各个剧组签约时!

一定要知道具体的投资方!如果有新的投资
方加入!必须先与她沟通!否则她有权罢演"

究其原因!原来是她不堪忍受前男友孙中鸣
的困扰,得知真相后!鄢颇主动请缨!要当李
小冉的护花使者"李小冉感动得一头扎进他
的怀里!泪水横流,

!&&)年'月起!鄢颇推掉了所有戏约!一

心一意保护李小冉"在北京!他当起了她的专
职车夫!不让她单独行动"他还花钱给李小冉

请了一个保镖!要求保镖暗中保护她"

!&&$年春节过后!李小冉忙着拍摄$南
下%#$来不及说我爱你%#$东风1雨% 等影视
剧!片场都在北京以外的城市" 鄢颇遵守约
定!每次探班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同任
何剧组工作人员打照面"这种甜蜜掺杂着几
许苦涩!两人都不知道地下恋情像雾像雨又
像风!要演练到何年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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