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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搬来这个小区时， 楼下有一
对中年夫妻，出来进去亲亲热热的，
心里羡慕不已。

一天晚上， 那对中年夫妻吵架
了，两人的声音很大，整个楼道都跟
着震，用厚厚的棉花塞住了耳朵，那
高分贝还是钻进来。 起因不得而知，
但从他们的争吵中听出了规律。 有
些近乎见招拆招的大辩论。 一年了，
都是不变的话题。

女：我们姓王的哪个是孬的，我
大姨家做生意， 家大业大， 攒下的
钱，连重孙子都不用工作了；我二姨
二姨夫都是文化人，儿子考上浙大；
我姑家那年拆迁分了八套房， 现在
全家人躺着吃房租都用不掉。 你也
不看看你们姓吴的，哪个能拿出手？

男： 我们姓吴的哪个偷人抢人
了？ 我大哥，凭着一身好手艺，白手
起家，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媳妇娶
了，孙子也有了。

女： 哎哟哟， 你大哥真是有本
事，都在外面养起女人来了。

男：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大哥在
外养女人了？

女： 本来这也是袖筒里来袖筒
里去的事，不是大嫂三天两头吵，我
哪能知道？

男： 那是我大嫂受不住人家挑
拨。

女：人家怎么东家不挑拨，西家
不挑拨，专挑拨你大哥家？

男：我小舅老技师，六十多了还
有人请，我妹夫研究生毕业，单位技
术骨干。

女：还好意思提你小舅，都八百
年不来往了；还有你妹夫，整个一书
呆子。

男：就你家好？ 你大姨家儿子，
整个一混世魔王；你叔家呢，你婶子
脑子不清，生个儿子奇笨，念书从二
年级降到一年级， 三年级又降到二
年级，念十年小学都……

女：他念书笨，娶个老婆顶用。
这叫各人自有一片天，笨有笨福。

男：笨有笨福？ 还不知怎么坑蒙
拐骗来的；还有你弟，老头买了两间
门面给他做生意， 他两间门面做到
一间门面，一间门面做到租门面，现
在落得给人家打工。

女：给人家打工怎么了？
男：没怎么，就是日子越过越寒

酸。
女： 再寒酸拔根汗毛也比你大

腿粗。
男：不都是仗着你老头。 看他能

嘚瑟到何时？
女：就你还不服啊？ 哪年过年不

给我们送十斤香肠、两只咸鸭？ 春上
儿子买电脑， 我老头贴两千； 上个
月，才买的一套耐克加鞋子一千多。
你家一年到头给什么了？

男人： 我家不好， 你跟我干什
么？

女人： 都怪我那时年轻走错了
路。

男人终于火了，回击道：没哪个
强拉住你，非要你跟着我。

女人声音变了腔：我瞎了眼。 离
婚！

男：离就离，明天就去离。
女：你要不离就不是你妈养的。
男：你才不是你妈养的。
“砰！ ”一阵门响。
“啪！ ”又一阵门响，比那声还

高。
楼下一片安静。
……
日子忙碌而又平静地过着。 两

人出来进去，还是亲亲热热的。
周末，一早起来，楼下又传来争

吵声。
女：我们姓王的……
男：我们姓吴的……

常高是个早熟的孩子，早
熟的孩子一般都多情。

初一报到那一天， 常高就
爱上了班上一个白蝴蝶一样飞
来飞去的小姑娘，那么纯洁，那
么美好。

第二天， 常高就知道了她
名字：洪艳。

第三天， 常高就打听到了
洪艳的身世， 她是孙铁铺街上
的，爸爸在粮管所上班，妈妈在
供供销社上班。

知道洪艳身世的当夜，常
高就躲在被窝里哭了， 绝望地
哭。 那一年，是 1980 年，那时
候，城乡差别，就是天上地下，
常高这个农民的儿子， 是无论
如何也配不上洪艳的， 人家毕
业了就可以参加工作， 自己毕
业了只能回家种地。 那时候，
连打工的地方都没有， 高考虽
然恢复了， 在常高当时的见识
里，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神一样
的存在。

那就只能把爱留在心底
了。“把我的悲伤留在心底，你
的美丽你带走”。 怎么可能带
走哩！ 天天见面的。

常高开始了自己漫长而孤
独的暗恋生涯。

多情的， 当然不止常高
一个， 有这样一个美女在身
边，无情也会变多情的。常高
自卑，但有不自卑的，初中三
年， 洪艳收到过很多张小纸
条。 不管递纸条的人做得多
隐蔽， 无一例外地都被常高

发现了， 每一次发
现， 常高的心， 就被
捅一刀子。 好在洪艳
胆小， 每次， 她都把
纸条交给了班主任，
班主任就会把那递纸
条的小小孩孩叫去谈心，
谈完之后， 那小孩就

老实了。那个年龄的小孩，还怕
事。 洪艳的做法， 让常高很震
惊，也很感激。

初中毕业， 又一起上了高
中，还在孙铁铺。

常高理科好， 原准备上理
科班的，入学报名的时候，常高
看见洪艳去了文科班， 常高立
即改变了主意，也上文科了，即
使得不到，也要常看到。

高中的男生， 比初中生大
胆多了，递纸条的现象少多了，
都直接表达了；洪艳也成熟了，
再也不把纸条交老师了。只是，
洪艳还是没谈恋爱， 因为孙铁
铺是农村高中， 学生基本都是
农村来的， 虽然也有很多很优
秀， 但跟洪艳， 还不是一个阶
层， 即使谈了， 也不会有正果
的。

转眼就到了高中毕业，洪
艳学习不好，没参加高考，常高
学习也不好，但他要参加，他要
试试， 万一瞎猫子碰上死老鼠
哩， 自己就可以大胆地追求洪
艳了。

照完毕业照的那个夜晚，
常高鼓起勇气， 向洪艳表达了
自己的爱慕，并且表示，虽然自
己目前还配不上她， 但他会努
力的，希望洪艳能等等他。

洪艳断然拒绝， 原因还不
是常高能不能考上的问题，而
是自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别说你考上大学， 就是你当总
统， 不爱就是不爱， 人跟人之
间，是需要缘分的。

常高知道就会是这个结
果，也没有多纠缠。 常高说，我
就是想要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不管你怎么想，我一定会努力，
成为你喜欢的人。

就这样分别了。 洪艳当上
了供销社营业员，
常高开始了自己

的复习生生涯，一连考了四年，
每一年成绩出来， 常高都会给
洪艳写封信：对不起，没考上。

洪艳也不回信。
但常高一直在关注洪艳，

她恋爱没有？自己不知道，但他
确信洪艳还没结婚， 结了婚再
打扰人家，就是骚扰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年，
常高考上了，还是本科。报志愿
之前，常高找到了洪艳：我想报
信阳师院， 毕业了回孙铁铺高
中教书，这样，就能每天见到你
了。

洪艳淡淡一笑： 感谢你这
么多年的牵挂， 其实年初我就
办过结婚证了， 只是还没办婚
礼，既然考上了大学，就去实现
自己的梦想吧，往高处飞，往远
处飞，天下的好女子多的是，飞
到高处，你就会发现，其实洪艳
就是一只丑小鸭。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往远
处飞了。

常高去了洛阳，毕业了，留
在洛阳，从此以后，就再无音信
了。

十五年以后， 洪艳找到在
乡兽医站工作的郑佳琪， 打听
常高的地址， 郑佳琪问你找他
有什么事？洪艳说，她老公对她
很不好，经常吃喝嫖赌不回家，
还打她，不想跟他过了，想问问
常高的意见。郑佳琪说：他在洛
阳做生意，好像发财了，我们之
间也很久没联系，不过，他已经
结婚了。

常高很同情洪艳： 鞋合不
合适，只有脚知道，我不了解具
体情况，不能劝你合，也不能劝
你离，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是
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 不能任
性 了 ，
如 果 需
要 钱 ，

尽管说，多少都没问题。
洪艳离婚了。
又过了五年， 供销社倒

闭，洪艳下岗，更严重的是，洪
艳得了乳腺癌， 自己没钱治，
心也死了，也不想治了。

郑佳琪很想帮洪艳，可惜
没钱， 但又不能见死不救，于
是就把消息告诉了常
高， 希望常高力所能
及地帮帮她。

常高大惊， 当天
就赶了回去， 说服洪
艳，去郑州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然后是放疗、化
疗，常高没有时间一直陪着她，
就给她在郑州租了一套房子，
雇了一个护理，病情稳定之后，
常高又在郑州给洪艳开了一间
小卖铺，生意还可以。

这一切， 常高都是瞒着媳
妇做的。

前不久， 郑佳琪出差去了
洛阳，常高一家人请他吃饭，酒
喝多了，郑佳琪“哇哇”大哭
起来，告诉常高，其实自己也
一直暗恋着洪艳，想帮她，苦
于无能为力， 并夸奖常高做
得好，是条汉子，有情有义。

说这话的时候， 常高媳
妇就在旁边， 常高一直想想阻阻
止郑佳琪， 却没阻
止住。

这下， 可闯了
大祸了。

回到家里，常
高对媳妇说： 你别听郑
佳琪的，他喝多了，胡言
乱语。

媳妇笑了： 其实，一
开始我就知道，知
夫莫若妻嘛， 我支

持你，好男人就
应该这样，有情
有义有分寸。

早上六点， 床头的闹钟准时
响起。我起床拉开窗帘，窗外一片
漆黑，整个城市还在梦中。按照和
女儿的约定，我该叫醒她了。

叫过孩子，我一头扎进厨房，
准备她的早餐。

等早餐做得差不多了， 就返
回女儿的房间， 看她依然蒙头大
睡，就开始有意“骚扰”她。

我说，今天外面好像有点风。
她嗯一声，表示已经醒了。
我开玩笑说，闹钟叫不醒了，

以后就得改棍子叫了。
她翻一下身， 这是要起的节

奏。
每天， 起床对于她都是一件

难事。叫她起床更是一件难事。叫
轻了，拖拖拉拉。 语气重了，于心
不忍。 毕竟，孩子披星戴月的，辛
苦是自然的。

我和妻子交流， 说现在的孩
子不幸福。妻子是老师，思维总是
严谨。 她问，你指哪一方面？

我说，各方面。
一天早餐， 我劝女儿吃个鸡

蛋，她拒绝了。 我说，我在部队的
时候， 总部专门为落实早餐每人
一个鸡蛋发过通知， 可见一个鸡
蛋对一天营养的重要性。我又说，
我们小的时候， 过生日才能吃上
一个鸡蛋。

她好奇地问， 那你们平时吃
什么？

我想了想，说全是红薯。
女儿竟然一脸羡慕，哇，你们

小时候真幸福。
我知道她思想里的红薯和我

说的红薯不是一个概念， 但解释
起来很麻烦。

煮鸡蛋不吃， 我就改做鸡蛋
羹。 把一个鸡蛋打碗里，掺少量水，
打匀，放锅里煮。 十几分钟后拿出
来，放些盐、鸡精，搅拌一下，一份
黄橙橙诱人的鸡蛋羹就好了。

好多时候，她只吃鸡蛋羹。 然
后，急匆匆背上书包下楼。我从门
口看着她下楼，等脚步声远了，又
转身到窗前，盯着黑影里的马路，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女儿喜欢吃这个， 现在其他

的都精简了， 唯独鸡蛋羹保留下
来。

小学没有晚自习，还不紧张。
进入初中之后，就不一样了。为让
她一心扑在学习上， 家务基本上
都由我承包了。

有时候， 我认为女儿是幸福
的。 平时想吃什么，只需动动嘴，
我们就会给她置办好。 洗衣洗碗
抹桌拖地，尽量不让她干。基本上
就属于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人。

有时候， 我又认为女儿不幸
福。她就是一个学习机器，除了学
习，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天不亮走了，晚上 10 点多才
回来。她每次开门进屋，我就会上
前，帮助把重重的书包卸下来。有
时她会给我一个疲惫的微笑，但
是大部分时间里， 她的表情是麻
木的，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应当。

当城市已经睡着， 女儿房间
的灯依然亮着。 她埋头书本的样
子像溺水， 让人有把她捞上来的
冲动。

女儿的学习也算争气， 期中
考试排在班级第 7 名， 比上一次
考试进步了 5 个名次。 成绩排名
是一条让大部分学生极不舒服的
绳索，我也被这条绳索缠绕着。没
办法，学生进步的参照就在那里，
躲不开。

终于熬到半天休息， 我想犒
劳一下孩子。

我问，闺女，你想做什么？ 满
足一下你的愿望。

女儿说，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我说这个不行。 开家长会的

时候老师再三要求家长， 要让孩
子远离手机，玩手机是会上瘾的。

女儿一脸的失望， 拉开卧室
的门走了进去。

我跟进去，想活跃一下气氛。
就说，你再提一个要求，爸爸一定
答应你。

女儿竟说，我现在就想睡觉！

几天前从湘西南的一座
城市来了位老朋友。 我们是
老交情， 但我与他已十余年
未见了。 他的到来使我想起
了在湘西南那座城市工作生
活的难忘岁月， 使我想起了
很多故事，记起了很多人。

因为租房，我与这位大叔
一家人认识了。 那时我大学
毕业刚参加工作， 在这座陌
生的城市没有房子， 也买不
起房子，于是我选择了租房。

在反复比较几经周折之
后，我找到了这套位于城郊、
带厨卫和阳台的两居室。 房
子虽然有些旧， 面积也就五
十来平方， 但房子收拾得很
干净，让人一看就很舒服。 房
东夫妇都是附近一家工厂的
工人，女儿在省城读大学，觉
得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于是
决定用来出租， 还可收点租
金供孩子上学。

记得第一次见房东时，那
是八月的一个上午， 天气像
秋天河里的水一样明朗。 房
东夫妇穿戴简朴， 但干净整
齐，脸上带着微笑，说话细声
慢语，很友善，让人感觉很舒
服。 那天我们很快签了协议,
当我拿到房子钥匙那一刻 ，
想到自己终于在这座城市有
了一个家， 心里像开满了朵
朵春花。

德不孤必有邻。 我很快就
与这家人熟了。 因为我工作的
地方在市中心，房东夫妇时不

时托我从市中心给他们带点
东西回来； 他们对我也很照
顾，因为我一个人住，有时下
班晚了没来得及做饭，他们做
好了就直接拉我过去吃；有时
周末，男房东还会在小院里和
我下盘棋，或约我去房子周边
的空地里打打羽毛球；偶尔房
东夫妇俩也会去那块我开垦
的菜地里捉捉虫， 给菜打打
枝、施施肥什么的；有时我从
老家回来，也会带点家乡的特
产让他们尝尝……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持
续的时间也很长， 我穿着皮
鞋的脚经常冻得像要裂开似
的疼。 有一天女房东见了我，
微笑着对我说 ：“寒气从根
生，你一个小后生，一个人在
外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冬天
要穿棉鞋， 明天我给你带双
棉鞋回来。 ”第二天下班时，
她真给我带回了一双棉布
鞋， 我要给她钱却始终不肯
收。 那年冬天很寒冷，因为穿
上了棉布鞋，脚暖和了，感觉
那年冬天温暖如春。

后来，我在市中心买了自
己的房子，记得搬家的那天我
与这家人都很舍不得，房东夫
妇还特意为我做了一顿饭，说
是庆祝我住进新房。 尽管我们
不再住在一起，但却成了很好
的朋友，节假日常有走动。 记
得我调离湘西南那座城市来
广东工作时，这家人还特意去

火车站为我送行。
来羊城工作后，由于工作

忙， 我很少回湘西南的那座
城市， 但这么多年来我每年
都会给这家人寄点广东的特
产， 他们也常会寄点自己做的
东西给我，比如猪血丸子、卤豆
腐等。 节假日我们也常打电话
互相问候， 甚至还会在电话里
聊聊天。 这次老朋友来到羊
城， 我请他吃了广东的特色小
吃，与他聊到深夜，看到他快乐
时，我心里像灌了蜜似的，倒是
让他女儿听后有点小“嫉妒”。

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
朋友， 又使我想起了湘西南
那座城市的一位乡村教师。
认识这位乡村教师， 是在一
次出差途中， 在聊天中当地
的朋友给我推介了他。 爱好
新闻的我利用周末乘坐每天
一趟去那个乡里的班车 ，在
凹凸不平的泥巴路上颠簸了
几个小时， 然后又走了十多
里的崎岖山路， 来到这位教
师任教的山村小学。 我含着
泪采访了的这位乡村教师，
听学生和学生家长讲述他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 采访完后，
我熬夜写成了通讯稿发给当
地的日报编辑， 没想到一天
之后稿件在头版的位置刊了
出来，社会反响很好，紧接着
这位教师先进事迹的稿件又
在多家省级以上媒体的显要
位置刊发出来， 那年教师节
这位乡村教师被评为省级优

秀教师，再后来这位教师被评
为了全国模范教师。

我清晰记得有一天我正
在忙着，这位乡村教师来到我
办公室，他说特意从乡里赶过
来，为的就是能当面真诚地向
我说一声“谢谢”，当我听到这
些时，我感动了，眼里噙着泪
花。 那天我请这位乡村教师吃
了午餐，然后给他买了回程的
车票，去车站把他送上了回乡
下的班车。 此后，我们成了很
好的朋友，他常打来电话和我
聊村里及学校的发展情况，感
觉每次都很开心，每次都会有
新的变化，比如村里通了水泥
路，学校新修了教学楼，添置
了电脑……特别是每年春节
他都会从乡下给我寄来自制
的贺年卡， 每次接到电话，收
到贺卡，看到他亲笔书写的新
年祝语，都让我很感动，幸福
的暖流会一股股涌上心头。

有人说世间最美的是你
的爱心和有人爱你。 人们对
幸福的诠释因各自对幸福的
感受和体验而存在差异，有人
因获得了财富而幸福，有人因
获得了知识而幸福，有人因获
得了情爱而幸福，而我却因别
人快乐而幸福，那就是快乐别
人幸福自己。

子夜清时， 家人已睡，我
在电脑上快速敲下这些文字，
推开窗，醇美清甜的微风一阵
阵吹来，拂到脸上，让人格外
舒服……

常高的

孩子，你需要什么
□原上秋

争
□杨丽琴

□李海波 / 摄

秋
风
惊
飞
鸟

□胡正彬
爱爱情情 简史

有
朋
自
远
方
来

□□

王王
继继
怀怀

本版制图 ：黄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