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毗陵驿!人情世故
!"

!!!!!!

编辑 陈秀娟 杨东梅 版式 陶建芬 校对 方嘉蕾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本版电话!

&''!%!((

!"

#$

%&

'(

! ! ! !!"#$%&'()*+,*+-*+.

*+/*012345%6789:;%&<

"#$%&'=()*+,-./0(12/03

! ! ! !

前段时间"单位里组织了女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活动"决赛地
点定在广电中心

!""

平方米的演播大厅$那天上午
#

点刚过"就陆
续有参赛的女大学生代表队进场"她们熟悉场地"调试播放

$$%

的
笔记本电脑"一切都紧张有序$

中午"我们预订的快餐来了$工作人员提醒我们不能在演播大
厅里吃饭"并给我们开放了一间接待室$很多同学不放心把随身携
带的包和笔记本电脑等丢在演播大厅的座位上" 就想把这些物品
也带到接待室去$可是"丢三落四"两只手总也拿不了$于是我自告
奋勇地说%你们只管去吃饭吧"东西我帮你们看着"保证丢不了&

同学们都去吃饭了"留在座位上的东西花花绿绿$我饶有兴趣
地看着学生们的包"有纯棉布的"上面缀着卡通头像'有

$&

面料
的"款式时尚'还有一些大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比赛时要穿的西
装等$ 正看着"突然从座位的中间传来一声椅子的撞击声"循声望
去" 只见一个

'"

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在修理观众席中固定的椅子$

看到我看着他"他也看了我一眼"又重重地推倒了一个椅子靠背$

我不明就里"跑过去关心地问%(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 *他又看了我
一眼"一声没吭"又推倒一个椅子靠背"然后把椅子上松动的螺丝
拧紧了+我看着他重复地做一样的动作"很快就把所有的椅子都检
修了一遍$ 然后从观众席中走下来"背上他的工具包走了$ 走了几
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被他看得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了)好生
奇怪的一个人&

突然"我意识到他眼神中透出的那种幽幽的怨恨&我一下子明
白了"他一定是恨我把他当贼一样了&我刚才那句大包大揽的话伤
着他了"让他心里不舒服了&可是我当时确实没有发现演播大厅里
还有其他人啊&

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了几天"我还是想说%对不起"师傅&我不
是有意这么说的"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真的伤了你的心"请你
一定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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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天气预报提醒我"今天最高
()!

$ 很明显"我那穿了一
冬的棉袄棉裤棉鞋该换换了$

看看衣柜"永远是乱七八糟$再看看鞋柜"新的旧的横七竖八$

忍无可忍"我把一部分棉鞋扔进水池"一部分转移到阳台$ 女儿过
来热情地要帮助我做家务$ 我说"那就把单鞋摆摆好吧$

一转眼"地上就摆满了鞋"先生黑着脸走过来%不错"你妈天天
喊没鞋穿"原来脚不简单"头脑简单&

赤橙黄绿"人证物证俱全"我低头认过$ 一想"不对啊"很多鞋
都是风里来雨里去陪我多年的"也没舍得丢弃过"这里面"居然有
第一次见公婆时穿的鞋,怀孕时穿的鞋"这充分说明我省吃俭用会
过日子"该大力表扬才是&

那两人乐了+

我问女儿%- 知道老妈为何低头走路"抬头看天吗) .

先生搭腔%- 低头走路"是长得丑"害羞'抬头看天嘛"丫头你来
回答$ .

女儿嘻嘻一笑%- 看天气变化"穿哪双鞋呗$ .

婚姻如鞋$ 不可能单一色彩"用点心"出点色$ 至于能不能合
脚"一半在天$

我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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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时尚杂志主编和她的圈内朋友聊天" 抛出
一个问题%女人怎么穿"男人才觉得性感)

一男士发言%女人若以为穿得薄露透是性感"

就误会大了" 稍有品位的男人" 都不喜欢穿得胸
啊,屁股啊绷得似乎要从衣服里跳出来的那种$举
例说"最烦女朋友买衣服时"明明穿

*)

号的"试衣
服时捶足顿胸要减掉

+

斤肉"非把自己塞进
*!

号
去"然后抱了

*!

号衣回家"肉也没减下去"狠狠把
自己裹进小半号,紧巴巴的裙子"手脚都不自如"

扣子好像随时要绷开"美感顿失$其实我一点不在
意女友是胖

+

斤还是瘦
+

斤" 喜欢她穿那件松一
点点的

*)

号" 万种风情都在那宽了一点的裙子
里$

其他男士附和%中国男人喜欢的女人性感"是
含蓄的"懂得分寸的"张弛有度的"进可攻退可守
的性感"着装上宁可大一号"不穿小一号$

女人随后也讨论" 怎样着装的男人在女人眼
里最性感"答案是- 小一号.的男人才性感/00说
起男装"好好一件西装"非要选肩膀大得溜下肩一
寸的" 糟糕得很' 衬衫领口一定要严丝合缝才好
看'裤子么"裤腿肥半寸"裤边能扫地"邋遢'

%

恤"

不要动不动穿那种比自己身材大好几号的老头
衫"又不是要去跳街舞"背心还是服帖点好$

主编说%意大利男人是穿衣小一号的典范"在
西装店改西服"要改得修身再修身"修身到扣子几
乎扣不上"然后洒脱地干脆不扣了"帅&

这种大一号和小一号的- 性感观.其实不囿于
穿着上"如果延伸到性格"性别的魅力更会发挥到
极致$

传统观念里"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婆婆妈妈,

斤斤计较这些词总是与女人挂钩" 一旦温柔敏感
的女性同时还具备大度,大气,大方的- 大.性格"

无疑会可爱和受欢迎得多$ 公司某次选拔部门经
理"

,

女和
-

女经过重重推荐考评"能力,业绩,资
历甚至长相都不相上下"人事会议上投票"双方的
得票各占一半"老板最后出来拍板%用

,

&

理由是 % 投票给
,

的男女比例是大概各
+./

"投票给
-

的几乎清一色是男性"由此可见
-

擅长发挥性别优势" 而
,

则男女都能团结合作"

一定更大气"更具性格优势$这样的推断也许缺乏
科学根据"但上任后的

,

真的干得风生水起"而
-

得知结果后愤然辞职$

男人呢"坚强,决断,勇敢,粗犷已经成了他们
群体性格的标签"加些用情细致,小心谨慎,浪漫
温和这些- 小.女人性格"人气更旺$

身边一位美女说她当初被男朋友打动" 就是
因为对方在细腻之处见真情$某次约会晚归"男友
送她进了楼道口"到

+

楼她发现忘带钥匙"家中又
恰好无人"打了电话给母亲之后就在家门口等"不
一会儿"男友满头大汗地冲上楼来"她愣住了"后
来才知道"男友每次转身之后都没走"要在楼下看
到她的房间窗口灯亮了才离开$- 我看表多次了"

你上楼大概需要
0

分
*"

秒" 今天灯
*

分钟还没
亮"楼道这么黑"我怕有什么危险$.男友气喘吁吁
地说$她一边嗔他小题大做"一边心里甜蜜得不得
了$ 可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多少男士有赤手搏歹
徒, 英雄救美人的表现机会呢) 还不是在一粥一
饭"一等候一守望的体贴里来表达爱意"小处用心
可起到大作用$

女人心胸志向大一号"男人用情用心小一号"

彼此从对方的性别特质中吸取精华"相处更和谐"

世界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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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从学院后街经过"老婆坐在副驾上$

十多年前"我在这条街上开过一家书店"坚持了两年
多"还是关掉了$

我不由自主找那个曾经的书店" 老婆也在车上探头
探脑" 都不能够判断究竟是那一间$ 于是干脆把车停在
街边"下车"两个人站在街边"指点着对面"最后一致同
意"那家快餐店就是原来书店的位置$

我不满地说%- 居然变成卖吃的了& .

- 比你卖书生意要好& .老婆顶了一句$

我不服气地哼哼%- 我看也差不多"书店开张那阵子"

人山人海& .

老婆笑着叹口气%- 是啊"我看到那阵势"还以为要赚
好多钱呢& .

- 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我总结%- 不过"还是交了不
少朋友"最后关门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舍"都来买书"包括
学院里的教授们"要我们坚持下去$ .

老婆立刻嗤之以鼻%- 那是来买打折书的& .

我嘿嘿傻笑"无话可说了$

接着"我们就想起了那段时光的结尾"对于房东的憎
恨$那个腰身滚圆的- 肥婆娘."在印象中总是站在高我几
级的台阶上"手指着我"高声大气地说话$走的时候"她还
想扣下书和店招$ 那时我非常恨她" 甚至起了找几个人

- 教训.一下她的念头$

我抬头看见房东二楼的阳台上还晾晒着衣物" 心底
那点曾经的恨意"又浅浅地跳跃了一下"便碎成了尘埃"

融化掉了$ 我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恨她" 不会仅仅
因为她要扣下我的东西而如此地恨她" 我确信一定发生
过更加严重的事情"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问老婆"她也一下愣住了"往对面楼上看了一会"

回过头来问%- 真的"为什么恨她呢) .

我曾经恨了她很久$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愿意经过
这里"但现在"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恨"这真是件再荒唐
不过的事情&

我和老婆重新坐回车上"缓缓驶出这条安静的小街"

碾碎了不少落叶"拐到大街上"汇入车水马龙之中"我和
老婆忽然同时叹息"吐出同一个词%- 唉"时间&.两个人就
相视笑了$

好像一切东西在时间的- 魔掌.里都会扭曲"都会变
化"都会还原他的真相"比如仇恨"比如爱"比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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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一个老小区$ 最近政府对小区内部进行改
造"主要是对房屋外墙进行重新粉刷$

进入
1

月" 对外墙进行粉刷的工作开始了$ 这几
天"大车子将毛竹运进了小区"- 哗啦啦.地倒在小区的
空地上$ 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紧张地搭起脚手架$

我住在六楼" 后面一幢房子已经被工人用毛竹给
围了起来$

星期天上午"儿子站在阳台上向外远眺"我正在厨
房里做家务$ 突然" 儿子大声说%- 妈妈" 你快过来看
看$ .

- 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过来问$

儿子用手一指"说"- 妈妈"你看那些工人叔叔"也
不系安全带"就那么在毛竹上走来走去"多危险啊$ .

我一看"是啊"没想到不到两天时间"工人便将脚
手架搭上了

+

楼$昨天我看到脚手架搭得不高时"还没
有危险的感觉"现在搭得那么高了"工人还是一点保护
装置都没有"他们每走一步"都是颤巍巍的"看了让人
心惊肉跳$ 看来"儿子的安全意识增强了$

这几天"我们都在关注山西王家岭煤矿-
*

1

0)

.透
水事故的救援工作$记得那天救援人员在井上通过敲
钢钻发现下面有人回应时"儿子也关切地屏气凝神地
谛听"当井上的救援人员把食物和水通过钻头送到井
下时" 有个工人向井下大喊"- 哎22把钻头子打开"

里面有水"有吃的22.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
闻节目中将这个呼声播放了很久"那声音"真是揪人
啊+ 那一刻"我的泪都流下来了"儿子也停下手中的
事"站在那儿静静地听着+ 我想"这一刻"生命意识一
定会在他的心中升腾+ 是啊"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
重要了+

现在"当儿子看到眼前这危险一幕"他马上感到了
不安+儿子要把他的担心化为行动"他决定马上写一篇
文章"投到报社去"呼吁人们加强安全管理"一定不能
存着侥幸心理+只有处处将安全放在心上"我们才能真
正做到平安施工+

我笑了"鼓励他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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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最性感"答案是- 小一号.的男人才性感000说
起男装"好好一件西装"非要选肩膀大得溜下肩一
寸的" 糟糕得很' 衬衫领口一定要严丝合缝才好
看'裤子么"裤腿肥半寸"裤边能扫地"邋遢'

%

恤"

不要动不动穿那种比自己身材大好几号的老头
衫"又不是要去跳街舞"背心还是服帖点好+

主编说%意大利男人是穿衣小一号的典范"在
西装店改西服"要改得修身再修身"修身到扣子几
乎扣不上"然后洒脱地干脆不扣了"帅&

这种大一号和小一号的- 性感观.其实不囿于
穿着上"如果延伸到性格"性别的魅力更会发挥到
极致+

传统观念里"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婆婆妈妈,

斤斤计较这些词总是与女人挂钩" 一旦温柔敏感
的女性同时还具备大度,大气,大方的- 大.性格"

无疑会可爱和受欢迎得多+ 公司某次选拔部门经
理"

,

女和
-

女经过重重推荐考评"能力,业绩,资
历甚至长相都不相上下"人事会议上投票"双方的
得票各占一半"老板最后出来拍板%用

,

&

理由是 % 投票给
,

的男女比例是大概各
+"/

"投票给
-

的几乎清一色是男性"由此可见
-

擅长发挥性别优势" 而
,

则男女都能团结合作"

一定更大气"更具性格优势+这样的推断也许缺乏
科学根据"但上任后的

,

真的干得风生水起"而
-

得知结果后愤然辞职+

男人呢"坚强,决断,勇敢,粗犷已经成了他们
群体性格的标签"加些用情细致,小心谨慎,浪漫
温和这些- 小.女人性格"人气更旺+

身边一位美女说她当初被男朋友打动" 就是
因为对方在细腻之处见真情+某次约会晚归"男友
送她进了楼道口"到

+

楼她发现忘带钥匙"家中又
恰好无人"打了电话给母亲之后就在家门口等"不
一会儿"男友满头大汗地冲上楼来"她愣住了"后
来才知道"男友每次转身之后都没走"要在楼下看
到她的房间窗口灯亮了才离开+- 我看表多次了"

你上楼大概需要
0

分
*"

秒" 今天灯
*

分钟还没
亮"楼道这么黑"我怕有什么危险+.男友气喘吁吁
地说+她一边嗔他小题大做"一边心里甜蜜得不得
了+ 可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多少男士有赤手搏歹
徒, 英雄救美人的表现机会呢) 还不是在一粥一
饭"一等候一守望的体贴里来表达爱意"小处用心
可起到大作用+

女人心胸志向大一号"男人用情用心小一号"

彼此从对方的性别特质中吸取精华"相处更和谐"

世界更美丽+

! ! ! !

我开车从学院后街经过"老婆坐在副驾上+

十多年前"我在这条街上开过一家书店"坚持了两年
多"还是关掉了+

我不由自主找那个曾经的书店" 老婆也在车上探头
探脑" 都不能够判断究竟是那一间+ 于是干脆把车停在
街边"下车"两个人站在街边"指点着对面"最后一致同
意"那家快餐店就是原来书店的位置+

我不满地说%- 居然变成卖吃的了& .

- 比你卖书生意要好& .老婆顶了一句+

我不服气地哼哼%- 我看也差不多"书店开张那阵子"

人山人海& .

老婆笑着叹口气%- 是啊"我看到那阵势"还以为要赚
好多钱呢& .

- 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我总结%- 不过"还是交了不
少朋友"最后关门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舍"都来买书"包括
学院里的教授们"要我们坚持下去+ .

老婆立刻嗤之以鼻%- 那是来买打折书的& .

我嘿嘿傻笑"无话可说了+

接着"我们就想起了那段时光的结尾"对于房东的憎
恨+那个腰身滚圆的- 肥婆娘."在印象中总是站在高我几
级的台阶上"手指着我"高声大气地说话+走的时候"她还
想扣下书和店招+ 那时我非常恨她" 甚至起了找几个人

- 教训.一下她的念头+

我抬头看见房东二楼的阳台上还晾晒着衣物" 心底
那点曾经的恨意"又浅浅地跳跃了一下"便碎成了尘埃"

融化掉了+ 我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恨她" 不会仅仅
因为她要扣下我的东西而如此地恨她" 我确信一定发生
过更加严重的事情"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问老婆"她也一下愣住了"往对面楼上看了一会"

回过头来问%- 真的"为什么恨她呢) .

我曾经恨了她很久+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愿意经过
这里"但现在"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恨"这真是件再荒唐
不过的事情&

我和老婆重新坐回车上"缓缓驶出这条安静的小街"

碾碎了不少落叶"拐到大街上"汇入车水马龙之中"我和
老婆忽然同时叹息"吐出同一个词%- 唉"时间&.两个人就
相视笑了+

好像一切东西在时间的- 魔掌.里都会扭曲"都会变
化"都会还原他的真相"比如仇恨"比如爱"比如生命+

! ! ! !

我家在一个老小区+ 最近政府对小区内部进行改
造"主要是对房屋外墙进行重新粉刷+

进入
1

月" 对外墙进行粉刷的工作开始了+ 这几
天"大车子将毛竹运进了小区"- 哗啦啦.地倒在小区的
空地上+ 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紧张地搭起脚手架+

我住在六楼" 后面一幢房子已经被工人用毛竹给
围了起来+

星期天上午"儿子站在阳台上向外远眺"我正在厨
房里做家务+ 突然" 儿子大声说%- 妈妈" 你快过来看
看+ .

- 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过来问+

儿子用手一指"说"- 妈妈"你看那些工人叔叔"也
不系安全带"就那么在毛竹上走来走去"多危险啊+ .

我一看"是啊"没想到不到两天时间"工人便将脚
手架搭上了

+

楼+昨天我看到脚手架搭得不高时"还没
有危险的感觉"现在搭得那么高了"工人还是一点保护
装置都没有"他们每走一步"都是颤巍巍的"看了让人
心惊肉跳+ 看来"儿子的安全意识增强了+

这几天"我们都在关注山西王家岭煤矿-
*

1

0)

.透
水事故的救援工作+记得那天救援人员在井上通过敲
钢钻发现下面有人回应时"儿子也关切地屏气凝神地
谛听"当井上的救援人员把食物和水通过钻头送到井
下时" 有个工人向井下大喊"- 哎22把钻头子打开"

里面有水"有吃的22.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
闻节目中将这个呼声播放了很久"那声音"真是揪人
啊+ 那一刻"我的泪都流下来了"儿子也停下手中的
事"站在那儿静静地听着+ 我想"这一刻"生命意识一
定会在他的心中升腾+ 是啊"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
重要了+

现在"当儿子看到眼前这危险一幕"他马上感到了
不安+儿子要把他的担心化为行动"他决定马上写一篇
文章"投到报社去"呼吁人们加强安全管理"一定不能
存着侥幸心理+只有处处将安全放在心上"我们才能真
正做到平安施工+

我笑了"鼓励他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