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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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名牌大学毕业，现在

是某公司高级工程师，青年才俊，笑容

迷人至极，喜欢旅游，摄影，无不良嗜

好。前面的这句话咋一看酷似某妇女

杂志登的征婚广告，我倒是想啊。你说

这
!#

岁的大男人，居然连个女朋友都

没有，每天还乐呵呵的，没一点心事的

样子。短短一年相了八次亲，对方学历

品貌都不差，怎么看都应该是强强联

手的组合啊，可没一回能成的。

“你就直说吧，你到底想找个什么

样的？”

“我早说了，我没什么要求。大专

也行，相貌一般我也不介意。”

“之前那些你怎么说？人家哪点和

你不匹配啊？”

“看起来的确是郎才女貌。”

“还敢说！”

“谈恋爱和下棋一样，棋逢对手才

精彩。那些女孩子的确是女人中的精

英，聪明如她们，男人动动眼珠她们就

能把你的想法和盘突出，让你当场张

口结舌。”

“这样不好吗？”

“不是不好。而是女人太聪明了就

不可爱了。她永远不会迷路，永远不会

麻烦你，钥匙掉家里她知道找最近的

锁匠来开门，不需要你告诉她如何穿

着是最好看的，永远不会为了在一堆

玩具里找不到最想要的而询问你的意

见。他们甚至不担心你会离开她，离开

了也没有关系，她那么聪明，没你照样

过得好。聪明的女人通常会给自己留

很多后路。”

瞧瞧，难不成聪明还是一种错了。有

个省事省力的女朋友还就挑剔起来了。

“大家都喜欢聪明的女人。只是要

看聪明用在什么地方。没有男人喜欢

自己在开会的时候女人打电话过来问

他大蒜要怎么剥。只是很多时候没有

必要处处显示自己的能耐，会让男人

觉得自己很无能的。适当的时候给男

人留点颜面，他才会感激你。”

看，男人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

他不是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而是喜欢

聪明但会装笨的女人。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洪昆说：中

国人就是喜欢说反话，难得糊涂的时

候可能是最清醒的时候。但难得糊涂

确实是一种生存法则。偶尔装下糊涂，

显得你可爱。无知的人通常特别受欢

迎，比如不懂事的孩子，特别的受娇

宠。无知的女人通常也更讨人喜欢。真

的无知吗？又未必
$

社会发展到现在，中国妇女已经不

再受三纲五常的约束，对于中国文化，咱

说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古代的女子

却有其可爱的一面。知书达理，温柔贤

惠，有她们讨人喜欢的地方。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国外的人在寻找一张张具有代

表性的东方面孔。从巩丽到章子怡，她们

的成名作里都扮演的是中国最典型的最

传统的妇女。而我们新一代成长的孩子

里面，已经摒弃了某些特质。这不怪她

们，社会的残酷让她们早早起来打前锋，

学会独挡一面的本领。

一味无知的女人一点不可爱。我不介

意女孩子为了讨男孩子欢心而装无知和弱

智，如果我这么说了，可能会有大批的被贴

了某个时代标签的女子鄙视我。我只是介

意在适当的时候，或者自己感觉累的时候，

不妨把肩上的担子放下，移交另一个人，可

以是暂时的，依赖一下别人。放下你老板或

者某些社会附加给你的身份，因为在这些

身份的背面，你首先是一个女人。你有作为

一个女人的特权。不要浪费了。

都市物语

离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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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早晨上班，走出小区的大

门，过了小桥，都看见她匆匆忙忙地骑

着摩托车送孩子上学，她的妹妹是我

的同学，她长得很象她的妹妹，因为似

曾相识，每次在路上遇到，我都深深地

看她一眼，她好象也知道我是她的妹

妹的同学，所以，看见我都凝视片刻，

一句话也不说。

她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离婚以

后，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她以前的

老公是一名中学的体育教师，那时候，

她的父亲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后

来又升了官，调到市政府的一个部门

当局长，局长的大小姐长得又漂亮，自

然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初，她和

那个中学教师结婚的时候，我也听见

一些和她的妹妹要好的女生议论过，

许多人都说她傻，凭她的优越的家庭

条件，也该嫁入“门当户对”的干部家

庭。她结婚以后，老公就沾老丈人的

光，弃教从商，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公

司的老总，很快就腰缠万贯，有钱有

势，每天忙于商场应酬，吃喝玩乐，平

时很少回家吃饭，回来时也常常是酒

气熏天的，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不久，她就发现老公很晚回家，身上不仅

有难闻的酒气烟味，还有别的女人的香

水味和唇印，这是许多妻子都不能容忍

的事，她苦口婆心地劝过老公，有时也发

大小姐的脾气，又哭又骂，都不能让出轨

的老公回心转意，反而遭到老公的一番

冷嘲热讽。开始老公还躲躲藏藏，信誓旦

旦地骗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只是

逢场作戏，陪几个客户到歌厅唱唱歌而

已，绝不会在外面包二奶、养情人。你不

要神经过敏，疑神见鬼。”她竟然信以为

真，一直到她的老公偷偷地把别的女人

带回家，她才如梦初醒。

离婚以后，她的父亲也退休了，她觉

得无脸回娘家，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她

没有再嫁人，也不指望以前的老公痛改

前非，来和她复婚。她已经不再年轻，脸

上有了沧桑岁月的痕迹。她已经不再是

局长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

单身母亲，不再具有诱惑力而被人追求，

过去的同学或者同事聚会，她再也不想

去参加了，因为参加回来就会为自已的

形只影单感到痛苦。她常常顾影自怜地

想：要是她不离婚，现在是怎样一个境况

呢，如果她从前的老公至今还是一个拿

着微薄薪水的体育教师，她的命运也比

现在好得多，谁知道呢？

我想她幸而有一个女儿陪伴，如果

独自一人在漫长的夜晚是多么寂寞难

熬，她流过多少辛酸的泪，是不是后悔

当年的选择，还是后悔一时的冲动。她

也许不会再爱别人，现在除了上班就是

照顾女儿，还不觉得孤独，可是等到女

儿长大了，等她从前那个老公从一个女

人怀里漂流到另一个女人怀里，渐渐地

厌倦了，又想到她和女儿的时候，她会

和他重归于好吗？看着她孤单的背影，我

的心一阵发紧。

有一坛酒叫李连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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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很少看打打杀杀的电影，

但当在电影《狮王争霸》里听到李连杰

说“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时，我就

喜欢上了一脸正气、英姿飒爽的他了。

于是，我找了好多他主演的电影

来看，《少林寺》、《黄飞鸿》、《功夫皇

帝》、《太极张三丰》、《谁与争锋》、《霍

元甲》……一张张碟看过来，越加喜欢

上这位功夫皇帝了。不知不觉中，我感

到李连杰就是一坛醇香的酒，让人欲

罢不能。这坛酒从《少林寺》中那个翩

翩阳光少年浑然天成、流畅自如的一

招一式、一颦一笑中流淌而出，慢慢发

酵，最终酿成了一坛烈酒，把我醉倒在

时光的路上。

我喜欢李连杰，我喜欢他的果敢、

正义、善良、沉默、坚毅、大气、朴素，我

认为这些是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

我喜欢他主演的电影，这不仅仅因为

其制作精良、场面气势恢弘、打斗真刀

真枪，更因为他在电影里表达了“武力

并不能解决问题”、“武术的最高境界是

和平”的理念，这正如他说的，“一个武

者必须是个智者，如果没有智慧那就是

一介武夫，一个杀人工具而已。真正武

功的最高境界是和平，这在今天在未来

都是人类追求的。”这正是他一直主张

的要用暴力的动作宣传反暴力的思想。

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不会把

银幕形象跟现实人物混为一谈，但看

了《面对面》等几个节目对他的访谈

后，我发现他思想深邃、有品位、言语

中还常常带着禅意，我才知道他的内

心的确是个男人。他的爱情、他的基金

会、他对武术的理解、他的拼搏精神，

等等，都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品质。

正当他在中国发展得如鱼得水的

时候，他放弃了一切进军好莱坞发展

他的演艺事业，一切从零开始，追求无

止尽！这不仅是需要勇气，更是对自己

能力的自信。

来到好莱坞，一切都是陌生的，在

这里只有别人挑他的份，一改在内地

他挑片子的局面，但他一点都不气馁。

李连杰说过：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学习，

每一分钟都在进步或者退步，最重要

就是你努力了，但求无愧于心。

在一次访谈中，当问及是否后悔

拒绝出演《卧虎藏龙》男主角时，李连

杰脱口而出：“不后悔”！他说：一切事

物都是不可预知的，谁知道《卧虎藏

龙》会那样红火呢？如果因为机会与自

己擦身而过，心中就一直耿耿于怀，那

样活得太被动，说不定一次更好的机

会就在你懊悔中悄然而逝。原来，李连

杰曾经向媒体公开过：如果妻子怀孕，

他会推掉一切片约。邀请他拍摄《卧龙

藏虎》的时候，正当利智怀孕，所以他

毅然推掉了片约，钱虽然是少赚了，但他

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对于李连杰，我最感动的是他的“一

基金”。一个明星捐一次两次款容易，但

长久地为穷人着想、捐款，还专门设立一

个基金，呼吁各路人士为需要帮助的人

捐款，这实在是件难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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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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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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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是李连杰

永生难忘的日子。当时他带着家人正

在马尔代夫度假，意外遭遇了海啸。他

们就看着海浪过来，一会儿沙滩就没

有了，他就抱起孩子往回走，结果没有

走出三步已经到了腰了，再走十几步

周围就是大海，所有之前的海滩，海滩

上的桌子、树、人都不见了。但是命大

的李连杰和他的家人还是逃过了这一

劫。在海啸现场，李连杰亲眼目睹了大

自然灾害的力量，劫后余生的他产生

了创办了慈善基金的想法。他说：“李

连杰的命到
&%

岁上半场结束了，下半

场，如果那一刻老天让我死，我就完

了，就结束了，有多余的那就是捡回来

的，捡回来就做点实事吧！”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

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

这首诗，在《东方不败》中，令狐冲酒入豪

肠的时候吟咏，李连杰也壮怀激烈地吟

过。也许这正是他人生的写照。二十多年

的银幕生涯，李连杰塑造了许多可敬可

佩的英雄形象，他凭借完美的表演，奠定

了一代功夫巨星的地位。在影片中，李连

杰飘逸潇洒，一身正义；在生活中，李连

杰朴素善良，内敛儒雅。对他越了解，越

觉得他就是一坛酒，一坛散发着浓香的

烈酒，让我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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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赏的男人有奖征文

女人该为自己松绑
"

郭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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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一个闺中密友问我：

“如果你爱的人，出差一两个月却连

只言片语都不曾给你，像人间蒸发

了一样，你会因他说工作忙无暇顾

及你而原谅他吗？”我说，不会。结

果，她离开了他。

不久前，又遇到同样的一个朋

友，因为不太熟悉，也因为她与我已

不再年轻，我不便直言，只告诉她：

“尊重自己的心情，别委屈了自己！”

但也俗气地劝她一句：“能相遇为何

不能好好相爱呢？俗世间有缘相遇

相知的能有几人，该珍惜时且珍

惜！”可现在，我倒想对她说一句：

“有时候该自己松开捆绑自己的绳

索，你若不自救，便无人能救你！”

也许更多的时候，女人思虑得

太多了些，不像男人，可以潇洒地甩

头就走。自古都说藤缠树，何时听过

树牵藤？这是女人的悲哀了！也许再

精明能干的女人，遇到感情事都会

昏了头。因为女人太柔，柔了便会痴

缠，痴缠便会迷乱，迷乱便会不辨东

西，终究落得伤心一场。

小的时候，外婆家的天井里养

了许多花花草草，我常陪外婆除虫

摘枯枝。有次问外婆：“为什么要费

神地一剪一剪地剪掉枯死的树枝，

反正已枯死，不摘，它也不会影响花

儿开放。”外婆说，枯枝会吸收花儿

的养分，也会影响花儿的美丽，就像

一株花本可以开
'%

朵，因了枯枝的

影响，也许要少开
(

朵了。花期有

限，要想尽情怒放，就别让那些琐屑

的牵绊影响了花儿的盛开。

都说女人如花，但灿烂的时光

何尝不像花期一般短暂？女人若不

想委屈自己，真该听听我外婆的这

席话了！

常喜欢一个人在夜晚看流星陨

落。遥想深邃无垠的宇宙里，不知哪

颗流星属于自己，也不知在哪个无

人知晓的夜晚，当地球缓缓旋转的

某个刹那，那颗属于自己的星，会倏

地坠入神秘的夜空，从此永无声息。

如此短暂的人生，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筹划？又有什么理由为了不

值得的人儿，伤自己的心呢？

爱的痕迹
"

仲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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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的婚姻，从最初的激情

如火，渐渐冷却，直至冷淡。在婚姻

的第
*

个年头，他们都感到了沉闷

的气息，令人压抑而窒息。

他提出了分手，她没有什么异

样的反应，好像早就预料到似的，很

平和地响应。他们在一个平常的早

晨，去完成了分手必要的手续。她走

得很干脆很彻底，什么都没有要。

他回到家里，这个如往常一样

的家令他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孤独，还有致命的冷清、寂静，除了

自己的脚步声。他打开电视机，让它

在那儿自己响着，可是冷漠的机器

透出了更多的孤独。

他开始在外面徘徊，尽量少回

家。没有多久，就认识了一个漂亮的

女孩子，他们之间产生了火花，他们

走到了一起。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他

和她完成了婚姻所必须的法律程

序。她走进了这个家，她说：家里怎

么有这么多的旧东西？是的，那是他

和前面的她结婚时买的，他们开始

清理，把旧的东西搬走，或者送人，

然后又买回了新的一切。

有一天，她清扫卫生，发现衣橱

的角落里有一只旧相框，里面有他

和从前的那个她甜蜜的合影。她怒

气冲冲地责问他，为什么还要把这

个留着？难道还没有忘记她！他感到

很好笑，就是因为没有爱了才分手，

那个旧相框，只是忘记了才遗留在

衣橱里的。可是她不信，她狠狠地把

那只旧相框丢进了垃圾筒中，又在

上面扔了一包垃圾。不知为什么，他

忽然有点痛，觉得摔碎了什么。

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卧室的墙

壁上留有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先前的

她留下的，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她记

下了他最初的单位电话。还有一次，

他无意中翻看一本书，居然看到了她

随手写下的记录，书页的角还折叠了

一下，留有轻轻的印痕。他仿佛看到

了她正倚在床头看书的模样，看到有

趣的情节还读给他听。他甚至听到她

熟悉而又遥远的声音，可是仔细地分

辩，那声音又缥缈地远去了。

家中随处都可见到她留下的痕

迹，还有她轻轻的喘息。终于，他的

秘密被后面的她发现了，她也看到

了这些随处可见的痕迹，女人总是

很心细。她要求搬离这个家，他们卖

掉了这套房子，在城市的另一个位

置新购了房子。她想，终于把一切旧

东西都抛光了，她和他要过上崭新

的生活。

那天傍晚，他倚在床头昏昏地

睡去。恍然间他看到了先前的她，在

前方向他笑，不知怎的，他有一种幸

福的喜悦充盈心头，他迎上去拉着

她的手奔跑在辽阔的原野，跑啊跑

啊，直到累了，他们很自然地拥抱在

一起。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幸福中时，

被现实中的她推醒了，他呆呆地望

着她，感到很陌生。

连续多天，他都会在梦中与先

前的她相遇，内心洋溢着无比的快

乐与欣喜。他想：她是不会发现他的

这个秘密的。可是，她还是发现了，

女人的心总是善于从蛛丝马迹中找

到男人出轨的痕迹。她很想清除掉

他心中的这块痕迹，她努力地扩大

自己的影响，还有在他心中的地位，

但是他却不为所动。终于，他和她都

发现，那些痕迹又装满了新居、他的

心，无处不在，他转头就可看见，她

也是。

他们无奈地分了手。他想沿着

这些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寻找那个

曾经的她，却又不知她究竟去了哪

里？他静静地站在屋子里，想像以前

与她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心中不

由泛起阵阵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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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终于要嫁了，准老公是她

的同事，呵呵，而且还比她小两岁。

兰兰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据我所

知相亲最多的一位，曾经有一年，一

共相亲了
*)

次（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频率最高的时候，一个星期天见

了两个。呵呵，一个月里相了
)

次。

曾经问过她，相亲什么感觉。兰

兰说：感觉很多，好奇—尴尬—顺受—

排斥，都有过，但现在已经没感觉了。

相亲的“程序”对于她来说，再熟悉不

过了；而在她的相亲对象里，什么行业

的都有了；男人，各种性格脾气的她也

都见识过了。她也很挑，年龄、身高、家

庭、职业、长相……什么不成功的理由

都有。不知道这对于她来说，将来是不

是也算是一个回忆。

兰兰曾经也谈过两个朋友，不

过……都不是相亲来的。一个是在

郊游时认识的，因为乡音，因为一两

句的搭讪，他们认识了，处过一段日

子，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城市上班，

虽然是同乡，但时间的推移，带来

的，是结束；还有一个，是兰兰的同

学，偶然的巧遇，初中的同学又一次

有了联系，男生对她很好，可兰兰不

看好他。男生追得很紧，紧到曾经一

度让兰兰很反感，最后，男生还是小

获成功，兰兰接受了他，开始了正式

的男女朋友的交往。可不知道为什

么，最后他们也分了，很突然。也许，

这就是缘份未到吧。

认识兰兰差不多二十多年了，虽

然中间也曾经失去过联系，但到今

天，我们依然时而碰面和聊天。曾经

开玩笑说：“我们倒是很有缘份的。”

兰兰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坏，有

的时候莫明其妙发火，老是没来由的

被她“臭骂”一顿。要不是想着二十年

的感情，有的时候，真恨不得和她吵

一架。被别人骂了，能不火嘛……

去年的某一天，兰兰告诉我，她

和现在的准老公之间的事，峰是她

的同事，比她晚进公司，但正好在一

个办公室，虽然峰比她小，但很照顾

她。终于，他们到了谈婚论

嫁的阶段。呵呵，忽然发

现，兰兰的脾气似乎变了

好多，变得温柔变得调皮

了好多。我对她说：“哦哟，

有了爱情的滋润，就是不

一样嘛，脾气都变好了

嘛。”如果换了以前，也许，

又是一段劈头盖脸的“骂”

声，可这次不同了，兰兰只是回了我

一句：“谁让你以前那么欠骂的？”哈

哈，有了老公，我们这些朋友也沾光

了，不用再被她骂了。

缘份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不是用

金钱财富能换得到的，缘份，相逢不

如偶遇。不是吗？相亲那么多次，最终

选择了峰；峰，比起兰兰前面有的相

亲对象来说，硬件可是要差远了……

缘，妙不可言，电影里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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