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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小媛清楚地记得：这已经是她
第六次当伴娘了。身边的闺蜜一个个找到如
意郎君，而她还是孤身一人。看着近段时间
的网红段子：有一种炫富，叫我的老婆是老
师！小媛哭笑不得，身为老师，为何迟迟没人
因为她而炫富呢？

早上来到办公室，她的最后一个单身闺蜜
满脸春风，手里提着“炸药包”向她走来。小媛
在顷刻间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可哪知更残
忍的是，闺蜜再三央求她担任婚礼的伴娘。

小媛身高1米68，相貌姣好，在一所大学
任教。按理说，这样的自身条件是不愁嫁的。
可不知为何，小媛前后交的三个男朋友都渐渐
远离她？眼看跨过年头，小媛就是三十岁的大
龄青年了。父母为她的终身大事焦头烂额，隔
三差五总会拉着她去相亲。

周末，小媛的父母又为她安排了一场相
亲。这次相亲对象是小媛妈妈托单位的同事
介绍的，据说是区政府的公务员。小媛对相
亲对象有一个要求：不能是警察。因为在她
的字典里：警察终日忙碌，和歹徒周旋，让家
人提心吊胆。相亲前，妈妈再三嘱咐小媛，
一定要说自己是小学老师。小媛诧异，妈妈
说这个男生特别喜欢小学老师。反正都是
老师，大学老师，小学老师又有多大的区别
呢？小媛有些悻悻然，只能勉强去应付了。

小媛和妈妈来到约好的地方，妈妈同事陈
阿姨和一个男生已经到了。小媛看着男生的
背影，下意识地推推眼镜，想要看得更清楚。
等小媛坐下来，陈阿姨热情招呼。小媛趁势看
了看旁边的男生。和以前相亲的男生比起来
还算相貌堂堂，身着一件休闲西装，既显时尚
又不失稳健。小李主动套近乎：小媛是小学老
师啊！小学老师好！和小孩子呆在一起，有爱
心，又有活力。”

“哦，我……”小媛正要回话，“可不是
嘛！我家小媛可受学生喜欢了！”妈妈赶快插
话，打断了小媛。

“小李在政府部门工作，比较忙！希望对
方是小学老师，就可以多照顾家庭。”陈阿姨
趁机暖场。

这次相亲，双方印象都不错。没过几天，
小李邀请小媛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两人坐
在滨江路的咖啡馆欣赏夜景。面对江岸灯火
辉煌，小媛第一次感到，好运终于眷顾她。

又一个周末，小媛和朋友相约逛街。她
们坐在商场的茶饮店休息。“大哥，我俩谁跟
谁呢？只要你一句话，小弟立马效劳！”这声

音好生耳熟，小媛循声望去。只见邻桌的
沙发上坐着两男子。其中一个头发染
成铁灰，穿黑色皮夹克，颈子上的黄金
项链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粗壮劲，可
以和小媛家金毛脖子上的狗链媲美。
再看其间的那张脸，差点吓掉小媛手上

的瓷杯。“这个人的相貌和小李一模一
样，还有声音，可是……”正在小媛疑惑时，

对方的眼神接触到她，瞬间惊愕，倏忽转移，
继续和旁边男子聊天，好似陌路。

逛街回家，小媛一直闷闷不乐，今天遇见
那个暴发户会不会是小李呢？她拿起手机，
拨出小李的电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小媛握
着手机，呆在原地。

第二天，妈妈从陈阿姨那里打听到了消
息。小李公差出国，最近手机都处于失联状
态。小媛却总觉事情有蹊跷。

闺蜜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大早，
闺蜜打来电话，让她一同去试礼服。“近日，岭
南市淮安区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特大贩卖人口
案。一举捣毁了……”电视正在播报早间新
闻，屏幕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小媛
想看得清楚一点，“新闻播报完毕”，传来播音
员标准的普通话。

12月18日，闺蜜出嫁。闺蜜和小媛在化
妆师的精心打扮后，来到了大厅。新郎穿得西
装革履，在他旁边站着一个玉树临风的男子。
等小媛走近，立刻怔住了，这人竟是消失了一
个月的小李。他同样穿着笔挺的西装，此时正
朝着小媛微笑。新郎赶忙介绍：这是我的好哥
们儿，淮安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李队长！”

“李队长？商场里的那个暴发户……”小
媛不解地问。

“是我。当时我在执行任务！”
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涌入小媛的脑子。她生

气地转身往台上走去，脑袋里嗡嗡作响。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婚礼顺利地进行

着。到了新娘抛花球的环节，一排单身男女
挤到了台下。闺蜜朝小媛俏皮地眨眼，只见
花球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
落到了小媛的手中。小媛激动得梨花带雨，
她捧着花球，环顾四周，一双深情的眼睛正默
默地看着她。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重庆市九龙
坡区作协会员）

春节是团圆节，更是美食节。电视
上、朋友圈，天南海北各种美食活色生香，
深度霸屏，馋得人直咽口水。现实生活
中，人们也是走亲访友，围桌而聚，大快朵
颐，其乐无穷。

“今年春节我要吃素。”这话从先生嘴
里说出来，无异于太阳从西边出来。熟识
我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身材魁梧肚大如
坛，平时里更是嗜肉如命，无肉不欢。

“真的，假的？”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说那些，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
追。”“那么好吧。”我淡然一笑，表示深度
配合。

清炒油麦菜、八宝粥、白面馒头、涪陵
榨菜，早餐准备好了。“要鸡蛋吗？”我不动
声色地问。“这个不算荤吧？煎、炒、蒸、
煮，选哪样？”“水炒。”

“啊？怎么个做法？”“看我的！”先生
接过打好的鸡蛋倒进锅里，熟练地颠簸两
下，一盘水炒鸡蛋就出锅啦，嫩白嫩黄煞
是好看，口感一定差不了。

午餐咋办？穷于厨艺的我绞尽脑汁，

好在有度娘帮忙，一顿饭的功夫，三五个
小菜也上了台面，名字还挺文艺，什么金
玉满堂、青龙卧雪、母子相会、红嘴绿鹦哥
一清二白，群英荟萃苞米蒸饭。开席啰，
将就着吃吧！

“晚餐不用考虑了，二两麻辣小面，一
碗水煮青菜。”先生轻描淡写地说。天呐，
这还是那个吃炸酱、牛肉面都要双份的人
吗？我这样想着，潜台词表露无疑：小样，
看你坚持得了多久？

一连几天下来，虽说素食少油且清
淡，色香味稍逊，但菜品还算丰富，也吃得
有滋有味。到超市买菜，平日里不爱光顾
的蔬菜柜台成了主场，青椒蕃茄白萝卜、
红薯土豆淮山药，品种繁多应有尽有。釆
购归来，收获满满，先生提着两袋蔬菜大
步流星，一边走一边学着老夫子的样子摇
头晃脑地说：“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
唯青菜豆腐不可少……”呆萌的表情真是
有趣极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也是挖空心思变着
花样做素餐，什么青叶子菜烫饭、萝卜饭、

花菜饭、酸菜饭，看起
一大碗能填饱肚子，
实际上菜多饭少，极
具欺骗性。

饭后下楼散步
是多年的习惯，对着

电梯里的镜子，丈夫一
边打量自己一边惊喜地

说：“你快看，我眼袋没有啦，
脸也不油腻啦，感觉神清气爽的。只是这
个肚子确实还有点大……”我赶紧连声安
慰：慢慢来嘛，总会见效的。

“我要把这些天的感受记录下来，看看
身体有什么变化。”练完书法的丈夫陷入了
沉思：“我是什么时候长这么胖的呢？”“不
知不觉。”“当时怎么没感觉呢？”“后知后
觉。”“我什么时候才能瘦下来？”“天机不可
泄。”儿子在一旁听了这番对话，冷不丁地
冒出一句：“额滳个娘呀，你都快成半仙
啦。”“臭小子讨打！”欢笑声顿时溢满整个
屋子。

“今天还吃你们传说中的忆苦饭呀？”
儿子有些坚持不住了，“不了，中午肯定有
鱼有肉。”到了饭点，我和儿子啃着排骨嚼
着大肉，丈夫扒拉几口菜饭匆匆离席。晚
餐也是如此。

散步归来，能量消耗殆尽，偏偏儿子拿
着一大把烤肉串边看电视边吃，满嘴流油，
满屋飘香。要搁在平时，绝对是共享没商
量。只见先生咽了咽口水，慢吞吞地说：

“我再出去走
一圈吧！”“我
陪你。”出得
门去，丈夫
无可奈何地
笑笑：“你以为我真
有那么好的控制力嗦，我这是眼不见为净，
三十六计走为上。阿阿……阿嚏！”先生以
一个大大的喷嚏结束了谈话。

一起散步走着，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
感动。日常小事往往考验我们的毅力和
勇气，认准了方向，就要说到做到，这就是
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呀。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昨天居然去了江北岸，就是我不用
出门，站在自家25楼的窗台前就能望到
的江北岸。青山巍巍，江水有时轻缓，有
时急迫，四季都在流动。每逢春天，看着
山脚江边那些宁静的村落、葱郁的绿、艳
丽的黄，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去看看。

朋友曾经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过对
岸春天的情景：安静的村庄、自由的牲畜、
各种花、干净的路，还有一条古老的废弃
的铁轨。我相信她一定去走过，才能如此
兴奋地向我描述出对岸陌生乡野的魔力
来。

朋友乐意做向导，我带着好奇心与
她一起踏上了跨江觅春之旅。

我们步行从鼎山大桥右边走到一处
高坡，顺着油亮亮的乡村柏油路往里走。
起了这个念头好几年了，真正来到了这熟
悉又陌生的地方心思却不知道如何安
放。沿途都是图画。李子花在房前屋后
这里一棵那里几棵，油菜花这里一片那里
一片，都开得浓浓烈烈。油菜花的花粉花
瓣抖落在地里，花朵开一片黄，花粉铺一
地黄。李子树上飞雪覆盖，冰清玉洁，“无
言路侧谁知味，惟有寻芳蝶与蜂”。李子
花香带着甜，油菜花香浸着蜜，蜜蜂奔忙，
寻芳花丛，流连花香中。“快看，那里有桃
花！”朋友惊叫起来。果然，一处斜坡上
有好大一片桃树林，粉红粉红的，如梦
似幻，宛如一片朝霞。走近细看，
桃花只是蓓蕾初绽，枝头密密匝匝
的骨朵，零零星星的花瓣，都张着
粉红的脸，俏丽妩媚，像盖着一层
胭脂云……突然觉得，一个人
向美而生的好性情不
是诗歌也不是基因，而
是在大自然中被熏陶和
浸润的。

村庄很安静。有人在呼唤
着鸡鸭，有人在路上走着，空着手
的，背着背篓的，年轻的，年老的，
都是安详满足的样子。偶尔看到
有人在修筑新房，地基已经平整，基
脚线已经画好。点缀画面的，是拿
着铁锨撅着土的建房人，他们的脸
上漾着的三月的微笑。我们的内
心翩跹起不平常的感觉来：朴实的

奋斗与希望。那样的
感觉是整日窝在江
南喧嚷的城里所没
有的。看来，过一条
江，过一座桥，真的
是来到了另一个世

界里一样！
终于走上了那条我

向往的在村野里蜿蜒的废弃铁轨。但是
朋友说跟她几年前去看到的不一样，老旧
发黑的枕木已经换成了水泥的了。我说
那这就不是废弃的而是依然在使用的铁
路，不过铁轨边沿还有铁锈，看起来使用
率也不高。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对生活
在长江南岸的巴渝儿女，对铁轨总是怀着
很敬畏的很深厚的感情的。儿时的我常
常在江南岸的田野、山坡、溪边、小树林里
玩耍，隔着江看着北岸的长长的火车在山
野间穿行，欣喜得欢呼雀跃。在大人的指
点下，我知道了绿颜色的是客车，黑颜色
的机头还冒着浓烟的是货车；知道了哪一
个编号是快车，哪一个又是慢车。夜晚躺
在床上，在江流拍打岸边的哗啦声中，还
能听见火车“轰隆轰隆”地从远处驶来，还
能听见“哐当哐当”的车轮摩擦铁轨有节
奏的铿锵有力的声响。儿时学过的袁鹰
的那篇课文《小站》，坐落在山间的白墙红
瓦，站台盛开的杏花，刻下了我对成渝铁
路站点的深刻记忆。长这么大，我还没体
验过几次坐火车的感受，却骄傲地发现，
变化翻天覆地，高铁早就通车。

我们沿着铁轨走，一直走到鼎山大桥
尽头另一边，也没看见一列火车。成渝铁

路就在眼皮底下，与我们所走的那条铁
路并行着。一列快车往重庆方向
过去了，并没有发出一声长啸。

一列笨重的货车在桥下安静地
停着，一动不动。江上没有来
来往往的船只，鼎山大桥上车

辆来来往往。
我们驻足眺望，滨

江路呈一条弧线，流
动的江水像褶皱的
绿纱，安静地把它包
围。我能清晰地看
到对岸的建筑，还知
道那些建筑的名字：
半岛明珠、东江美

景、江畔如歌、时代港
湾……我喜欢那些名

字，浪漫秀丽，正是春天的
生活春天的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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