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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在围城中!历来属于那种特"扛不住#事儿
的主!但凡大小事!都要向老公"竹筒倒豆子$!碰
巧他老兄一贯好为人师!对俺的絮絮叨叨!每每
听完之后!都会认真地给与指导性的斧正% 久而
久之!打小就"贼$没主见的俺!渐渐地将"精神依
赖$演绎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毫不夸张地讲!俺就
像一只蜗居家中的猫猫!安逸&平静&舒心&快乐
地过着无忧的时光%

可是有一天!俺却被逼无奈地开始了和老公
两国分居的日子%那是在儿子即将参加中考的前
夕! 老公接受了去国外执行特别任务的命令!时
间两年' 更为残酷的是!两年里所有的通信联系
都是很困难的%当俺得知这个消息时!蒙了'简直
是五雷轰顶啊'这预示着$%%多天里!俺瞬间就变
成了"精神单身$!要独自面对所有不可预知的未
来'俺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但身为军人的俺!

必须接受"军令不可违$的现实% 俺哭啊哭!用眼
泪送走了老公% 儿子体贴地说()妈!要不我不住
校了!回来陪你吧% $俺咬咬呀!一摆头("不用!你
专心迎接中考吧' $当时俺自个儿也很诧异!竟会
如此之快地进入了"精神单身$的角色%

古语云("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俺
做梦也没想到!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很快便摆在了
俺这个"精神单身$面前%在老公离开的半年后!公
公突发脑溢血!婆婆在医院照顾公公时!又突发了

高位肠梗阻!病情十分严重!游离在生命的边缘%

医生告诉我("不开刀必死无疑!开刀只有&%'的成
活率' 主意家属拿!你们家里人商量一下' $

"没有其他家里人了!只有我一个' $俺对医
生说%

"啊*' 就你自己啊*' $医生很是吃惊%

俺跑到医院的楼顶天台!放声大哭了一场!哭
完了!心也定了% 回到医生办公室!俺对医生说(

)那就手术吧' $!在手术单上签字时!俺手抖地几
乎拿不住笔%当婆婆被推进手术室后!俺几乎瘫倒
在椅子上! 一人孤零零地在手术室外守候了八个
小时!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

直到今天! 婆婆还时不时地对别人说()俺的
命是媳妇给抢回来的%$可俺呢!一直过了很多年!

想起这事儿就后怕!万一那天!婆婆下不来手术台
++后果太可怕了'

就这样!拜女人之韧性所赐!$%%多天和老公
两国分居的"精神单身$生活中!俺甭管遇到了多
大多难的事! 都咬着牙地 "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 两年后!老公从国外凯旋而归!当俺告别了
"精神单身$!时而平静&时而激动地向老公!一桩
桩&一件件地抖落之后!他老兄神情凝重地只说
了一句话("猫变成了老虎!还真是了得啊' $

俺毫不犹豫地反驳道("不!俺还当俺的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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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公两国分居的日子

我跟历届的大三学生一样!面对着人生的抉
择(仕途&商界&学术%我选择了仕途%与考研的同
学一起泡在图书馆里!挥洒着汗% 终于迎来了国
家公务员考试!不同于人家的初战告捷!我是出
师不利!我吸取教训!继续参加了两次省考%终于
皇天不负苦心人! 让我都可以顺利进入面试!接
到面试通知!心里激动不已!我听取了身边人的
忠告!没有沾沾自喜!仍旧是每日练习!分秒必
争%为了实现理想!我抓住每一点成功的可能!报
了昂贵的补习班!还频繁的飞行于两个南北相差
千里的省考城市%别人聚餐吃饭!我挑灯奋战!别
人喜见亲朋!我与书为伴!爸妈说我给自己的压
力太大!其实我心里知道!我真的是把压力化作
了动力!去做每一件有成功加分可能的事情% 即
使失败了!也绝不会后悔%

面试的成绩出来了!我很欣慰!但是结果却
不尽如人意% 第一个职位只招一个人!我的面试
成绩恰好是第二!差了"($分,另一个职位挣扎到
了调剂的环节!却在调剂到我前面的一个人就没
有空缺了!相差%)*分% 我以为我会怨天尤人!但
却很平静,我以为我会哭!但我却依然可以恣意
地享受着阳光的照耀% 并不是我没有心!不知道
痛!而是我在考试的第二天就生病倒下了!那是
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我知道我付出了全力!

我欣慰于我的意念比我的身体更为强大%

)别总以为你自己很不幸!因为一定会有其
他的人比你更不幸$! 父母和身边的朋友都一味

地让我继续坚持!来年再考!选个低一点的职位!

相信我一定可以考上!我却拒绝了%

我从不给自己制定过于长久的计划!因为计
划赶不上变化!喜欢随机应变!喜欢挑战极限!喜
欢那种每奋斗一次后就虚脱的感觉!是那么纯粹
和用力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我带着沉重的经历和不变的理想回到
海口%六月的夏!我们毕业了%虽然我错过了应届
生找工作的最佳时段! 但我依旧接到了面试通
知!是去外省应聘一个航空地勤!福利待遇都很
好!只是那里少了相识的面孔!熟悉的环境% 似乎
是为了验证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之人!我的态度比
之前更加决然---我一定要被录用!但我可以选
择不去% 我被录用了% 但也如我所愿!我选择不
去%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任性!是在挥霍时间和金
钱!我不会辩解!因为我确实如此!我感激家人对
我毫无疑问的支持!只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过自
己想过的人生! 他们给予我自主的权利和责任!

我必须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回到内心井壁中去找寻自己!才发现"我已
非我$% 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自己!也没有人会预
计你的下一个"零点$会在哪里继续%

现在的我!在一家外企做人事助理!继续着
我的坚持% 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一直拥有"初
生牛犊$ 的勇气!"仰天大笑$ 的豁然!"酾酒临
江$的洒脱!"夕阳无限好!最美近黄昏$的思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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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零点时刻

电影对我而言! 已化作一首追忆梦想的歌!

承载着过往岁月的艰辛与青涩%

出身农村贫寒家境的我!青春的血脉里奔涌
着!想当一名导演的理想% 几乎所有相熟的人都
在明示和暗示我的稚嫩与盲从%周围的同学一个
个先后考学成功进入象牙塔或是走上工作岗位!

而我依然执着地耕耘着电影文学梦!成为另一种
意义上的"老三届$% 那时!我也着实为自己的前
途有所忧虑!但是每当捧起电影书籍!读到大师
的言论!欣赏名导的风采和影片!心中的信念便
会滋滋燃烧成一种生命的火焰%

北京电影学院是我向往已久的电影文学殿
堂% 紧张的艺术类考试过后!前往追梦的人大多
像我沮丧叹息!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都不属于
潇洒走一回的那类% 住在廉价的地下室!同是天
涯沦落人!看着地铁周而复始地运转!听着城市
的喧嚣!感受流浪歌手的凄凉!心中油然而生一
种莫名的怅惆与无助%不过!年轻就是资本%我们
击掌重整旗鼓!一定会卷土重来%

次年!我们这些"孙山之后$又在上海见面
了%此次备考可以说远远超乎于对名导名演员的
仰慕和尊敬!更多意义上是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
或是加深了理解% 考前的夜晚!黄浦江水虽有灯
光映照!我却看不清哪里是岸哪里是水% 江中过

往的巨轮!庞大得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可我毕
竟站在坚实的土地上!也就增加了一份自信% 之
后!许多和我一样再败再战的战友又一次遭受着
沉重的打击% 回顾曾经的努力以及几天同民工同
宿建筑工地水泥管的境况! 辛酸便迅速袭上心
头% 此时!我真实地体验到了生命个体的脆弱%

复杂的泪水洒干后!萌发了第三次进军的念
头% 这次似乎成熟了许多!老战友也好像没了几
个!有很多已另谋出路% 一幅幅冷峻的面孔审视
着京城的一切!但深知彼此心里对电影艺术的执
着追求与向往有增无减% 然而!偌大一个北京城
却容不下我这粒小小的沙子%

电影不要我了!还是我不配电影!我无法去
分析去回答% 那时不知是什么力量!我毅然决然
地自行推倒了构筑电影梦想大厦的基石% 我想!

将某些事情的结果放在整个人生中去考量!也许
是微不足道的! 只要曾经付出了努力了奋斗了!

再大的苦终成回忆!甚至是一笔财富%

学会放弃!有失也有得% 后来我复读考上另
一所大学!走上偏离最初梦想的工作岗位!同样
干得有声有色!我心无悔% 曾经沧桑难为水的我!

而今在回望固守的灵魂时! 不免产生些许伤感%

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依然对电影存有一份纯真的
挚爱% 我祝福电影!也祝福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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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歌

十五年前!外面的世界已经如火如荼了!我
生活的小县城却仍像一潭死水! 令人窒息% 于
是! 我选择了逃离% 逃出那个死水一潭的小城
时!我己经当了十年的"国家干部$!人也老大不
小了! 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散发着某种酸臭迂
腐的气息!这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尽管骨子
里深蕴着不安分的因子!初闯天下!长期养成的
"鱼儿离不开水$的陈旧观念!使我一时难以割
舍许多早就该割舍的情结!前怕老虎后怕狼!见
神就敬!见佛就烧香!总想乞求有个体面而稳定
的职位!混口安稳饭吃!就注定了自己必须仰人
鼻息和寄人篱下地生活%

我敲开了一家报社的门! 开始诚惶诚恐
地当"打工记者$!天天从早忙到黑!忙得像一
只无头苍蝇!稿件也连篇累牍地上!但仍然摆
脱不了"招聘$的身份%曾经有两次!因为稿子
的事! 我这个在小县城时连县委书记都敢指
鼻子骂的"刺头$!竟然被总编当众羞辱得体
无完肤%那两次!我都差点将手中的玻璃杯连
同滚烫的热茶! 一古脑摔向他那张可恶的嘴
脸!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鼓足勇气!将工作证&记者证等一堆破
玩艺儿+大胆地摔在总编面前!连声"拜拜$都
懒得说!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栋自以为"收
容$了我的破楼!也彻底离开了过去绝对不敢
背弃的养我的"水$%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像一尾落魄在沙
滩上的鱼! 忍受着朋友和对手同情怜惜或幸
灾乐祸的目光!为生存而拼命地挣扎% 那时!

我把老婆和女儿扔在千里之外, 连每月-%%元

的生活费都无法提供保障% 每到夜深人静!我
一个人躺在空荡荡&黑 的出租屋里!一边
聆听着隔壁破墙而来的疯狂做爱声!一边忍受
着难熬的长夜!反复思忖着"要自由!还是要牢
笼$的问题% 要自由!就要以饥饿为代价%

经过两年多的四处碰壁! 我也摸石头过
河!果断地选择了"自由撰稿$这条不归路%竟然
眼前豁然一亮!人生出现了一片新的开阔地%自
由撰稿!既毋需把自己打份成什么"作家$!也毋
需煞费苦心挤什么"文坛$!更不必为起落沉浮
和荣辱毁誉而伤心劳神%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所有开放的媒体! 都竟相敞开热情的大门("欢
迎来稿$%而且!绝对是高礼遇!高稿酬!高回报%

我开始像一只蜜蜂!勤奋地四处寻找线索!采撷
我所需要的故事!制作出自我感觉良好的产品%

然后!天女散花般的撒出去!换回来的总是超值
的报偿% 全靠一支铁笔,!我不但在如狼似虎的
城市竞争中站稳脚跟!养活了老婆女儿!而且让
她们过上了相对"小康$的生活%

现在!我拥有一般工薪族所无法拥有的惬
意和自在!拥有作为一个纳税人的自豪!拥有
属于自己的宽敞舒适的住宅%当一个人不仰人
鼻息生活时! 就没有人敢再对你吆五喝六!吹
胡子瞪眼!指手划脚!这是我最得意的时刻%

那次!一桌有职&有位的名流!按"大小个
儿$排座次!然后分"档次$"敬酒$!借着酒劲互
相吹捧和倾轧!牛皮爆破!丑态百出!惟我被冷
落在一边%这倒成全了我%我只一味地大吃大
嚼满桌的山珍海味! 然后看他们猴子般地演
戏! 但绝不给任何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敬酒%

散席后!做东的朋友余兴未尽!道("我是有意
让你认识认识一下他们! 那可都是些 .大拿/

呀' #)是吗* #我反问!)他们++跟我有关系
吗* #朋友愣住了!他无法深入我的内心!自然
无法理解我!因此只能困惑地望着我%

事实上!即便他们真是)大拿#!跟我却一分
钱的关系都没有%我是个)自由撰稿人#!不再是
一条离了水就活不下去的鱼!也不想做一棵必
须赖在某块土壤上的树%我是一只鸟!自由飞翔
在梦想的蓝天%况且!从来没有把这座边远的西
部城市!当成自己命运的最后归宿% 我只相信(

走过去!前面更有一重天%

!#()*"

有幸做一只自由鸟

我是-%%&年届的学生!由于中国的高中实
在是压抑得人喘不过气! 偶尔有些快乐的事
情!也被补课掩埋得深深的!就在这样的高中
环境下活出来的人!我敢说!真的不简单'

大学这个神圣的名词! 在高中的时候不
知道被幻想了多少次! 也不知道被换了多少
个形象!但是基本上都是美好的!神秘的!很
多人都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随心所欲!

干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由于这种脱节!这种对大学的错误认知!

导致大部分人都陷入一个不可挽回的陷阱!

那就是游戏!尤其是网络游戏++

大一的时候!学校不允许自己买电脑!网
上玩乐的风气还没有特别盛行!正因如此!我
和寝食的哥们直接成了包宿的代名词! 学校
不让玩!那就去网吧!基本上我们早上回到学
校的时候!总能看到出去晨读的同学!见到了
打招呼都熟练了()回来了! 早上我帮你点到
吧#%

我们美滋滋的回到寝室!开始周公之旅!

就这样过了一年! 大一就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了!令我意外的是!我居然没有挂科!而和我
一起的哥们!挂了两门!付出的代价是!他不
得不在放假的时候努力补习! 以免回到学校
补考的时候再挂%

大二在我们的久久期待中来到了! 因为可
以在学校里!在自己的寝室里玩电脑了!这让我
们很开心% 在这一年里!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游
戏!全玩了一遍!免费的网络游戏!没一个拉下
的!记得)征途#答题!我们派一个人回来给三个
人答!因为那个经验实在是多啊!)大饼怪#节日
我们无时无刻的在抢!)紫金游龙# 仓库都放不

下了!直到国战!.个人围着一个人全是*滴血的
时候!我们告别了)征途#%

沉迷于)魔域#!依然是在这种生活中度过!

但是当自己的宝宝被别人一刀秒了的时候!我们
又依然选择了退出++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无
尽的游戏中!度过了美丽的大二++

但是大三到了!我居然被选举为班长!开
始的时候心想为大家办点事!不能总玩了!毕
竟自己是班长!但是好景不长!原形毕露!又
开始了游戏生涯!网络游戏真的很容易上瘾!

尤其是别人轻松的把你给)弄伤#之后!自己
就马上想搞好装备!把他弄了!由于这一年的
比较疯狂!从未挂过科的我居然挂了!挂的还
是专业科的主课!我靠!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什
么叫)大学没有挂过科就不知道什么是大学#

这句经典名言是什么意思了!无助!悔恨!所
有负面的东西全被我背了起来! 觉得我活得
实在是太失败了%

现在的我!已经上班了!当时的感觉依然
清晰!当我毕业之后!想的最多的和给我感触
最多的永远不是游戏%很多人说(起码我玩到
了!我不后悔% 全是骗子%

当找工作找不到的时候! 当别人文凭上
有一些你没有的经历! 当你因为没有拿到什
么什么证!而别人有导致你落选的理由之后!

谁还敢说自己不后悔*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自制能力应该有!我
敢说!玩游戏的人都会有段这样的时间(突然
不知道玩什么好! 感觉玩什么都没什么意思
了!其实这就是转机的时候!毕竟我们都是有
想好好努力和好好上进的想法的! 谁都不愿
意一直被别人当成是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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