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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痛
心之绞 神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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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是做水产买卖的，每天一大

早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拉

一车的鱼，然后急急忙忙到菜市场上

去卖；风里来、雨里去的，很辛苦。他

性子急躁，因为起得早，路上人少，他

遇到红灯，四处瞅瞅没人，就闯。为

此，他也吃过苦头，和别人蹭过几回，

受过皮肉之苦，可受伤都比较轻，一

两天就好了，因此老张也没长多少记

性。这一天，天下着大雨，一大早的，

到了路口，又是红灯，老张在心里骂

了一句，稍微看一下就冲了过去，等

他看到旁边的车灯时，急刹车也来不

及了，“砰”的一声，连人带车飞了出

去，老张痛得躺在马路上爬不起来

了，和他撞上的是一辆小面包车，车

前面凹了一大块。车主是一个小伙

子，慌慌张张下了车直奔老张。老张

咧着嘴说：“上医院。”

老张左腿粉碎性骨折伴有感染，

医生说一定要截肢。这如晴天霹雳击

中老张的心房，老张实在不能接受，从

来没想过会少掉一条腿，他好懊悔啊，

为什么要闯红灯！可是不截肢吧，医生

说估计保不住，而且会带来骨髓感染，

后果很严重。辗转反侧了一夜，老张下

定决心截肢了。第二天，他哽咽着给医

生表了态，医生点点头，既同情也安慰

他说：“不要太担心，都会过去的，两天

后安排手术。”

两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当老张从

麻药作用减退的过程中醒来时，他没

有感到像前两天一样的疼痛，用手一

摸左腿，大腿根部以下都没有了，从来

不流泪的老李，眼角淌下了心酸的眼

泪，而心里紧紧揪着疼。

从第二天中午开始，老张就开始

感到左腿伤口处火辣辣地疼，刚开始

他想忍忍吧，总会疼的，可后来实在忍

不住了，喊了医生。医生给他配了止痛

药，而且告诉他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止痛药吃了，疼痛稍微缓解了两个小

时，又开始火烧火燎地痛，晚上一宿没

睡。第二天白天很想睡，可痛得睡不

着。一连几天都这样痛，晚上又吃安眠

药，稍微睡一会儿。老张变得很急躁，

脾气大，骂人，而越发脾气腿就感到越

痛。有时老张呆呆地坐在床上，摸着断

腿，一声不吭。

当我第一次看到老张时，他对我

爱理不理的。我问他：“腿痛吗？”他垂

着眼“嗯”了一下。我又问：“这几天痛

有改变吗？”他只摇了下头。我说：“那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减轻点疼痛好

吗？”他看了我一眼，答道：“没用的。”

我知道他现在有些灰心了，痛了这么

多天，药也吃了不少，可见效不明显，

也难怪他这样了。我和骨科医生商量

了一下，目前他的疼痛一方面是伤口

愈合过程中的表现，伤口无明显感

染，愈合还好；另一方面生理性疼痛

造成了心理的焦灼、情绪的波动和失

眠，这些使患者疼痛的感受更强烈，

痛意更强。为了提高他的配合度，改

善情绪，也为了提高他对疼痛原因的

认识，我们首先给他加用了一些抗忧

郁药。

两周后，我再次来到他的床前，

问他：“腿痛吗？”他点点头说：“还

痛，稍微好一点。”“你知道最近疼痛

为什么好一些呢？”我继续问他，他

说：“好像多了一种药。”我说：“是

啊，这种药不仅让你疼痛好些，而且

人也会感到平静一些，是吗？”“对，

我是没那么急了。”他肯定道。我告

诉他：“心情不好时，会放大生理性疼

痛的信号，你感到的疼痛大于伤口带

来的疼痛，而你加用的药可以削弱这

种放大信号。这药是抗抑郁药。而今

天我来，是想给你另外一种方法减轻

疼痛。”他诧异地问：“什么方法？”我

没有直接告诉他，说：“你先按照我说

的做，看看疼痛能不能减轻一些，好

吗？”他同意了。我请他闭上眼睛，感

受一下腿上的伤口会是怎样的？他

说：“血肉模糊，又肿又胀。”他睁开

了眼不愿再想下去。我说：“好，现在

你听我说：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你来

到一座美丽的森林里，四处都是郁

郁葱葱的树木，金色的阳光透过树

梢照了进来，你闭上了眼，看到森林

的深处有一泓温泉。”我看到老张缓

缓地闭上了眼睛，我接着说：“淡蓝

色的水面上有薄薄的白色水雾，水

雾和空气接触的边缘泛着淡淡的金

光，你靠着温泉边坐了下来，用手摸

了摸泉水，温凉的，润滑的，里面有

丰富有益的矿物质，你掬了一手的

温泉水滴在左腿的伤口上，伤口变

得干净了些，慢慢的，你将左腿缓缓

地放到了温泉里，温温凉凉的，很舒

服，泉水渐渐地把伤口洗干净了，新

生的皮肤慢慢地把伤口包了起来，

你躺在温泉边，很宁静，很安详。”我

观察到老张躺在那里呼吸平稳，眉

头舒展，双手柔软地放在腹部，我在

他旁边等待了一分钟，然后轻声说：

“现在，你将渐渐地回到我们的现

场，美丽的温泉，美丽的森林将永远

留在你心中。转动一下眼球，慢慢睁

开眼睛。”老张慢慢睁开了眼睛，我

问他：“刚才感到平静吗？”他点点

头，“有没有在温泉边躺下？”我又

问，他继续点点头，“那伤口是不是

感到好一些？”我追问道。“是的。”

他轻轻答道，也有些迷惑。

我告诉他感到伤口比较痛时就

自己做这样的想象。以后在他住院期

间，我隔三差五地去看他，帮助他强

化和熟练这样的技术。后来他知道这

样的方法就叫“催眠”。在药物和心理

治疗的共同努力下，老张的疼痛明显

减轻了。

爱 得 弱 智
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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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一个人，往往表现得很弱智，那

些让外人打破脑袋都琢磨不透的事，在

她眼里，却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

样地合情合理。电视剧《中国地》里，从翠

翠一往情深地爱上永志后，其行为就弱

智得一塌糊涂了。她明明知道自己是单

相思，可还是近乎偏执地嫁给了他。婚

后，永志从不搭理她，她并不感到十分委

屈。后来永志负气出走，她就下定决心等

他回来，一等就是十年，那充满青春和活

力的十年，无一不是在“冷雨敲窗被未

温”式的孤寂和凄凉中度过的。可她觉得

一点儿也不苦，一切都自认为理所当然。

翠翠对永志的爱，虽然不是你情我

愿的爱，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爱了，正

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为了爱人，连生死都可以弃之不顾，因为

心里始终装着爱人，因为心这个容器已

经被对方完全占据，哪里还在乎肉体上

那些风刀霜剑的折磨和苦痛呢？

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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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一天早上，是刚刚跟

她确定恋爱关系不久，我们各骑一辆单

车到单位去。她生得弱小，加上车技一

般，平时都是我骑在她左边，让她紧贴着

路边骑。我们正有说有笑着，对面有辆摩

托车突然像失控似的向我冲了过来。我

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她呼地一下拦在

我前面，然后不可思议地骑出了一条弧

线，在马路的最左边，奇迹般地将摩托车

逼停了下来。连须眉男子都无法复制的

壮举，她却轻易地做到了，我实在想象不

出，一向柔弱的她怎么会迸发出如此强

大的勇气和力量？而且惊险程度绝不亚

于影视片中的特技，她怎么就没有表现

出一丝一毫的畏惧和怯懦呢？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得弱智了，不是不胆怯，也不是

不卑微，是爱让她别无选择，是爱让她眼

里只剩下一人，是爱人胜过了爱她自己。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最弱智。其实

爱得弱智的，又何止是女人呢？《红楼梦》

里，宝玉从王夫人那里回大观园，走到蔷

薇花架下，看到龄官一边哽咽流泪，一边

用金簪在地上不住地画“蔷”字。龄官想痴

了，宝玉也看痴了。后来风骤雨倾，龄官忘

却了避雨，宝玉只知心疼龄官，大叫着让

她赶紧避雨，却忘了自己与她一样身处急

雨之中。这一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无

论是龄官还是宝玉，都是将对方当作了全

部，爱人胜过爱己，才忘乎所以的。这里的

“痴”，也就是爱得弱智了。

男人像宝玉一样爱而弱智了的，是大

有人在。不爱江山爱美人，这是男人爱到

情深处的极致。有“烽火戏诸侯”的周幽

王，有只知与后宫佳丽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的南唐后主李煜，有英国爱德华八世，他

直接舍弃王位后，毅然与他心爱的有过婚

史的美国辛普森夫人结了婚……我喜理

不喜文，但自从爱上了爱好文学的她，就

没理由地钟情起了文学，一有闲暇便吟诗

弄文，俨然一位文学青年。我有一好友，天

生跟吃面有仇，但他妻子却偏爱吃面，原

来一年吃不到一顿面的他，现在天天吃面

都嫌不多……凡俗男人的爱，不是爱得不

弱智，而是没女子那么直白肆意罢了。

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为了一心

让爱人过一个像样的圣诞节，妻子德拉偷

偷卖掉她最珍贵的长发，换回了丈夫那块

金表最需要的链子；丈夫在另一商店以相

同的方式，用那块祖传三代的金表，换回了

妻子渴望已久的佩戴长发用的发梳。结果

当他们拥有了链子和发梳后，金表和长发

却不复存在了。他们真是傻到家了。但作者

却说“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

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聪明就聪明在，他

（她）最了解对方需要什么，他（她）可以为

满足对方倾其所有，哪怕是最最宝贵的东

西。爱有时就是这样盲目，但这种爱，让彼

此感到温暖，让我们为此动容。这样感性的

爱是显得弱智，但这种爱，让彼此感到慰

藉，让我们心生敬意，谁能说这样的爱，不

是一种“自成高格”的有境界的爱呢？

“微爱”来叩门
吕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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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我，对相亲、征婚早

已经麻木了，我倒想一直麻木下去，可

是亲朋好友一提到相亲两个字，自己

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种畏惧

心理让我对爱情更是失去信心。

自从开通微博后，没事的时候就

是发微博，看微博，抒发一下自己的心

情，看看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现在的生

活状态。对微博的痴迷，就如当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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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轻松、惬意、自然。关注微博

的，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在

微博上感觉距离近了，随便谁在微博

上说一句话，发一句感慨，送一句祝

福，都让人感到温暖亲切。

互相加为关注的人，一般都是有

共同兴趣和话题的人，能说到一起。不

知不觉，就和一个名叫海蓝的女孩熟

悉起来，凡是我发了条什么微博，她都

会来看，也经常回复或者声援我的观

点。而我的情绪容易低落，有时难免会

在微博上流露出来，她总在第一时间

开导我、鼓励我，每一句真诚的话语都

让我心头一暖。

尽管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凭

我的感觉，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天天

造访她的微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她的微博阳光清朗，语言优美流畅，每

一句话让人感觉亲切自然，犹如一个

邻家女孩站在身边。我们在微博上随

意交流着，像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

到微博上看她的留言成为我最大的期

待。我也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她的样

子，也许不漂亮，但一定乖巧灵秀。

很快，很多博友觉察出我们之间

的暧昧，便一边逗趣、起哄、祝福，但我

知道这只是虚拟的网络，微博上的爱

情也许像风一样，不留痕迹地来，不留

痕迹地去。可是我对她的思念却如湖

水中的涟漪，阵阵荡漾开来，这样异样

的感觉在心中缠绕摇曳……

后来，在聊天中知道，我们在同一

座城市，她是一名教师。今年情人节前

一天，我在她微博中留言道：“一个从

未见过的你，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却

在记忆中茂盛成长。”很快我收到她的

回复：“也许曾见过的你，也许曾发生

的事，别让孤独风干了记忆。”

看了她的留言，心里蓦然一动，我

似乎看到爱情那张美丽的脸正在向我

嫣然微笑……

“ 裸 ”并 幸 福 着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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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下时髦的说法，八年前，我也曾

是“裸婚”族，且“裸”并幸福着。

进入谈婚论嫁的实质阶段，我彻底

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彩礼、婚礼、新房，

一系列与“钱”相关的考问，令我羞愧无

言、默然以对。可拗不过女儿的坚持，准

岳父母只好全线妥协，欣然应允，直入婚

礼主题。登记、租房，定日子、买家电、缝

被褥、备酒席，简简单单、忙忙碌碌，终究

甜甜蜜蜜、圆圆满满。

回首当年，还真是“裸”得可以。新婚，

竟没有结婚照，但美好的记忆，却成了永

远的定格，珍藏于心。婚礼，自己策划、同

事主持，没有车队、没有礼服、没有戒指，

几声礼炮、几束捧花、几句祝福，便朴素完

成了人生最幸福的一刻。

如此结婚，怎一个“寒酸”了得！一到

结婚纪念日，妻子总爱抖落这不堪回首

的往事，幸福地嗔怪：我要你用一辈子，

来偿还对我的“亏欠”！我幸福地点头：一

生对你好，那是必须的！

归于平静，两间拥挤、狭窄的小屋，

只剩我俩。手握结婚证相拥而卧，傻傻地

畅想未来，忽觉如在天堂。随即步入烟火

小日子，权当是度蜜月了。没有厨房，便

在院内搭起石棉瓦小棚，摆上锅灶，一起

动手，精心烹煮我俩的爱心小餐。虽是粗

茶淡饭，但也倍感香甜。

当时我在乡下教书，典型的周末夫

妻。妻子独守空房，听到门前、窗下风吹草

动，床下、房梁老鼠 ，便害怕得要命。

短信聊天，便成了她消除恐惧、寄托思念

的唯一渠道。有时，等待短信的空当，她就

恍惚睡熟了。小团圆，我们经常携手逛街，

干逛不买；或骑上那辆破摩托，漫无目的

地顺路慢驶。只为两人一起把时间浪费

掉，化成日后幸福而美好的回忆。

那天路过曾租房的地带，看到了那间

需要疾走几百米才能如厕的公厕，瞥见了

曾因水费、垃圾刁难过我们的房东老太。

我和妻子不禁会意一笑：原来那段苦涩、酸

楚的日子，竟也如此充满情趣，值得铭记。

工资少，没家底，男人的自尊，让我

数次拒绝了妻子向娘家伸手的好意。量

入为出、省吃俭用成了生活的不二原则。

没想到，妻子初成主妇，便不辞辛劳、不

顾形象地变成了淘宝、砍价高手，总能买

回低廉实用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数学

庸才，竟可以坚持记账、盘点，分析家庭

月经济形势，调控生活。

为了增加收入，妻子工作之余，绣起

了十字绣，临时帮人看店；我也激发潜

能，写写稿子，挣点稿费；甚至学会了积

攒旧报纸、饮料瓶，卖点小钱。虽然额外

收入不多，但足以贴补一下水电费、电话

费、伙食费等日常开支。几年来，除还清

结婚必需的小欠款，还有了小存款。

最近打算用我们的小积蓄、公积金，

按揭一套小户型，结束“租生活”。想到从

一穷二白一路走来，虽仍是无钱、无房、

无车地“裸”着，但其中的苦辣酸甜，足以

让我们珍存一生。

选择“裸婚”、“裸生活”，妻子和我都

不后悔，也无怨言。正因为“裸”，让我们

懂得了珍惜，尝尽了甘苦，学会了自立，

更品到了两人相互扶持、相伴相依、携手

奋斗的幸福滋味。

心情日记

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动情一
刻女心理医生手记

祖 孙 俩
! ! ! !

也许!稚嫩的你不一定明白自己在看些什么!看的这些东西又会有什么用场" 没关系!因为多年之后!存留在你脑

海里的不是当时当地看的那本书!而是那年那月爷爷冒着炉火般的夏日带你走进书店时额头滑落的汗水#是那时那刻

他佝偻着背脊跪坐在地上为你翻开书本的那双满是皱纹的手# 更是此生此世年迈的亲人寄托在你身上的一份永难消

逝的拳拳血脉之情"

沈泽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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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魏作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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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幸福点滴

情感超市

嘻嘻哈哈 送你一个娃娃 ! ! ! ! ! ! ! ! ! ! ! ! ! ! ! ! ! ! ! ! !

储源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