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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不舍
案头就有词典，可懒得查有没

有“黏糊”这词儿。但我估计，看到
年轻男女相亲相爱的甜腻举动，人
们对“黏糊”这词儿就不会陌生。黏
黏糊糊，可以用于形容褒义的相亲
相爱，也可以用于形容贬义的拖沓、
拖拉，不果断。比如，当小芹妹子和
一个男孩手拉手做着亲昵的动作
出现我眼前时，我会说：“瞧这两人
黏糊的！”然而，当小芹妹子最终决
定不再和交往年余的男孩交往而
哭泣时，我这么劝她：“既然已经决
定了的事儿，就不要再黏黏糊糊！”

生活无论怎样都是美好的，小
芹妹子哭泣的原因也貌似简单：心
舍不得。但其实，分手的念头早在
半年前她就有，可就是犹豫着拖沓，
而且也不是为了用时间挽回一些
感情什么的，只是她觉得，从相识到

相亲相爱毕竟是缘分，尽管这男孩
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让她心存不满，
可她又觉得他毕竟真心爱着她，所
以心有不舍地纠结。就这样，早在
半年前就有心了结的事儿，被她黏
黏糊糊地一拖就是年余。

单就身陷情感中的爱而言，真
的不好说谁对谁错。身为过来人，
小芹妹子的事儿让我来想，心有不
舍，并不是她真的在乎那个男孩怎
样怎样，而是在乎她自己曾在他身
上托付了多少时光和心血。就像
一个建筑师苦心经营了一座城池，
眼瞅着它千疮百孔，眼瞅着它轰然
倒塌，那种无助的心痛，是他人所
不能想象的。

心有不舍，不独是爱情，而是
生活中时常可能面临的抉择。对
物件的不舍，会让属于我们的空间

狭小；对感情的不舍，会让我们的
心房越来越逼窄。因为，我们所承
受的东西或情感，尽管每个人都会
小心翼翼呵护，可就像生命一样，
终有一天它会离你而去。痛，会因
为不舍而有感觉，但有些，还真是
必须割舍的。虽然割舍很疼，可留
着终究是累赘，就像从小学一年级
到大学毕业所写的笔记、所用的课
本，如果为了“纪念”而全留着，它
占有的绝不仅是空间，更多的，其
实还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有些情
感，它造成了我们的痛，我们可以
硬忍着不说，也可以经常把一些当
珍藏从心底翻出来揉搓一下，可它
毕竟已不再属于今天的我们。

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事，有些
物，尽管心有不舍，必须割舍。

（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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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种人，在一起的时
候，总是千万次嘱咐你要多穿衣
服，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觉得很
烦，却也觉得很开心。缺钱的时
候，他总会说些赚钱不易之类的话
来训你，边教训，边塞钱给你。这
种人，叫做父母。

世界上有一种人，和你在一起
的时候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
你斗嘴，他坏到总是抢你的点心，
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也总是爱
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最亲密最亲
密的关系。这种人，叫做手足。

世界上有一种人，不见面的时
候会一直惦记着他，见面时却又脸
红心跳。他总能轻易地把你的心揪
住，能让你胡思乱想睡不好觉，但你
仍然甘之如饴，因为你爱他，他是你

最甜蜜的负荷。这种人，叫做情人。
世界上有一种人，知道你一些不

为人知的小秘密。犯错的时候，他帮
你找理由；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他帮
你传话；和情人吵架的时候，你一定
会哭着跑去找他。你很抱歉的是你
总是麻烦来了才想到他，但你很庆幸
生命中出现了这么好的一个人。也
许你们在一起的日子，走得比情人还
要久长。这种人，叫做朋友。

世界上有一种人，总是在父母
的保护下成长，在手足的关系中定
位自己，在情人的呵护中找到真
爱，在朋友的关心中得到温暖。你
知道这些人经过了你的生命，也丰
富了你的一生，你谢谢他们带给你
的，却又总是说不出口，这种人，就
是自己。 （大洋）

有一种人

上图为所谓高大上的马
桶，是专门为某些人设计的……

很多情况下人们因时间、经
济状况或社会位置的不同而身处
不同的空间，能享受高大上马桶
和交通工具之类设施的，是所谓

“有身份的人”，只是“身份”的
概念也在轮回。按过去的观念，
生活在城市里要比生活在乡村里
更有“身份”。如今观念变了，
享有农村户口、拥有宝贵的土地
似乎更为尊贵。说说更具体的情
形——国庆长假到长流的朋友老
麦家做客，在长彤路的某农家乐
吃饭，环视露天的空间，我忽感
到四周天高地阔，心情和思绪明
显得到舒展，很奇怪自己平日面
对逼仄的高楼大厦为什么能习以
为常。想象着未来的日子，经济
条件许可，但愿能长久享受旷野
广阔的乐趣。

出于生活所迫的无奈，我们
的空间有时是无从选择的，但我
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扮演的角色似

可选择，比如，某人若平日里总
是秉承节俭的习惯，便可能一辈
子扮演节俭的角色。尽管这个人
的空间不断改变，但其习惯能将
他过去保留的时间“留住”。像
我们的父母辈，就算现今家境好
了，他们同样比我们后生更容易
保存上个世纪带过来的东西，包
括已经过往的“时间”。

有的人平时大手大脚，极尽
生活之奢侈，这样的习惯一旦能
够长期保持，这个人肯定就像电
影里总是扮演享受派一样，总能
够得到生活甘蔗最甜美的那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人的
生活是很划得来的，因为他赚得
太多了，要比节俭者一辈子都在

“做减法”合算。 （叶海声）

人·时间·空间

偶遇老同学，他开口寒暄道：
你还是老样子。我下意识心里一
暖：我没变老，还保持着年轻时的
模样，老同学也未曾忘记当年的
我。我微笑附和：你也是老样子
嘛！毕竟，依然年轻是时近中年
的我们最大的梦想，即便自欺。

简单攀谈，得知他过得很潇
洒，生意风生水起，坐拥轿车洋房
娇妻爱子，典型的成功人士。可
我，相形见绌。小小职员，多年未
曾挪动，靠工资过活。他半开玩笑
说：要不哥赞助你点儿，弄个官，我
也沾沾光。我急忙制止：打住，还
是让我老样子吧！踏实！他一指
我：你呀，还是那个老样子！

心照不宣我懂的！他是暗言
我仍是那个单纯固执、不明就里
的书呆子；与之相比，我如时代的
弃儿。可于我，“老样子”便是我
想要的，踏踏实实工作，安安静静
生活，简简单单做人。

打电话，聊天时，我常用一句“最

近还好吗”开场。得到的回复大多
是：还好，还是老样子。但不管“老样
子”背后是啥样子，我都乐意理解为

“好样子”，也是对对方的祝福。
老样子，或许是种不愿提及

的掩饰。每次与父母通电话，我
的不快、父母的不易，彼此都不会
提起，只用一句“还是老样子”道
个平安，以求安心。

老样子，或许是种淡然的生
活姿态。同学小段，经历过车祸、
手术、离婚，身体有隐忧、事业滑
铁卢，日后见面，还是用一句“老
样子”回复我。我相信，不管怎
样，他都会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

时光流逝，容貌断不会依旧
“老样子”。但境遇“老样子”，也
不能一概贴上消极、不思进取的
标签。岁月的打磨与积淀，使人
对生活的一切得失，多了份理性
与坦然，只希望踏实走好脚下路、
过好每一天便好。这自是一种生
活智慧。 （太行飞鸟）

还是“老样子”

关系复杂，你们慢慢梳理吧。

够不着啊，够不着。

方便面头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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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懒
女朋友跟我打电话时，经常说

“嗯”，而跟我聊QQ时，却经常回复
“哦”。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打字
的时候‘嗯’要按两下键盘，‘哦’按
一下就行了；打电话时，‘哦’要张
嘴，‘嗯’不用张嘴。”

领悟
现在结婚车队都用白车当头车，

后面跟一队黑色车，说是白头到老。
后面的黑车一直不懂什么说法。

结婚以后才知道，白头到老是
开始，然后再一条道走到黑啊。

多么痛的领悟！

成熟
少女谈恋爱总爱耍脾气闹别

扭，虐人虐己。而成熟的女人则能
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刷他卡
买点什么。

洗碗
吃过晚饭，我紧张地对媳妇说：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洗碗，要民主。”
媳妇考虑了一下：“好，以后咱

猜拳，谁输了谁洗碗，民主吧？”我连
忙点头。

媳妇又说：“现在开始猜拳吧。
不过我警告你，你只能出拳头，你如
果敢出别的，你就死定了。”

妈啊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

含着一口水可以不感冒。我信了，一
直十几年了我都坚持着，就算是偶尔
感冒，我都在想是不是我含水的方式
不对。今天打电话跟老妈唠起这事，
老妈说：“其实含水不预防感冒，主要
是你洗澡时唱歌太难听了。”

周围有什么
老婆焦急地给老公打电话：

“喂，老公我迷路了。”
老公问：“你周围有什么标志性

建筑物吗，前面有什么？”老婆答：
“路。”老公又问：“那后面呢？”老婆
答：“路。”老公急了：“那旁边呢？”

老婆说：“好多树。”

秋游必备
妹妹放学回家跟妈妈说：“妈

妈，明天秋游，我们班组织烧烤。老
师说每人都得带一样与烧烤相关的
东西去。”

“那你想带什么？鸡翅还是香
肠？”妈妈问她。

妹妹眨眨眼说：“带那些多累
啊！我带餐巾纸去擦擦嘴就够了。”

阴影的面积
一位中年男士来看心理医生，

他对医生说：“在我热闹非常的婚礼
晚上，新娘逃了，从此心里留下了阴
影，不敢再接受爱情。”

医生问：“你是想排解这个阴
影，重新接受爱情吗？”

男士说：“不，我是来求这个阴
影的面积。”

脸大也是有好处的
翻出前些天的毕业照，刹那间

感概万千。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时
光就像筛子，大多朝夕相处的人，经
过这个筛子，终会随风远去散落天
涯。

最后能留在筛子中的那些人，
往往是脸大的。

mm好友里
必须删除的人

一、在网络上摆他的官架子的
——删掉。

在网下受官僚的气还不够吗，
网上你还跟我装什么X啊。

二、刚刚聊几句就要你开视频，
不开就不高兴，或是说你不真诚的
人——删掉。

真诚不真诚不在于是否开视频，
至少这个人的目的就不纯，这样的朋
友不要做，宁无一友，也不要烂友。

三、刚认识就给你乱开不雅玩
笑或乱发不雅图片的——删掉。

不同年代的
爆笑结婚表白

10年代：
皇帝虽然倒了，在家里家长还是

最大的。办喜事？那是我们做父母
的事，什么时候轮到做儿女的说话
了？笑话！到时候你就盖头一揭，洞
房花烛，然后给我们传宗接代吧！

20年代
新青年新风尚，流行在学堂找女

学生——女：哎，如果我爸妈不同意咱
俩的事，我就跟你私奔，你说怎么样？
男：好啊，咱们一起参加北阀军去！

30年代
国难当头，危亡之秋——男：大

丈夫理当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马革
裹尸还，我去投军打鬼子了，不能耽
误你，我走后你找个男人嫁了吧！
女：不，我等你回来，你如果死了，我
终身不嫁人！

40年代
鬼子打完了，又开始内战……

男：等到解放了全中国，建设好我们
的新国家，我再风风光光娶你过
门！女：俺等你！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如火的年代——

男：嗯，感谢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派
你来照顾我的生活，你还有啥要求
没有？女：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好好照顾首长，为革命事业
奉献终身。

60年代
新风俗，破四旧，革命婚礼革命

办。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
雷激。你看咱俩啥时候结婚？女：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明儿就登记吧！

70年代
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十

八条腿儿，一样都不能少，俺可丢不
起那人！男：这自行车你非要凤凰
的，我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张票儿，
你看飞鸽的行不？

80年代
英语900句是最畅销的书，戴

个眼镜冒充一下知识分子就能招来
不少异性的青睐——女：告诉你，你
要弄不到一张大专文凭，咱俩就
吹！俺爸妈可看不上工人阶级！

90年代
商品大潮在流动，人民的观念也

受到强烈冲击。男：咱们去办个婚前
财产公证吧？女：什么？你什么意
思？你是不是还留了一手？你想将
来把我甩了是吧？好啊，你个陈世
美，还没结婚就跟我来这一手，结婚
后还不反了！告诉你，老娘还不跟你
结了，你赔偿老娘青春损失费20万！
男：好好好，不办了不办了，行吧！

00年代
女：预订奔驰卡迪30辆……王

府饭店50桌，加上杂七杂八的，为
这个婚礼我们花了差不多十万块，
请柬发出去800多份，不知能收回
多少礼金……唉！说你呢，你赶紧
再翻翻通讯录，看还能再发多少份
请柬男：我正在这看Chinaren校友
录呢！连小学同学的请柬都发出去
了……

图说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