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男友去了南方。 在异乡的日子
里， 我偶尔也会到陈斌的 QQ 空间里转
一圈，陈斌依旧在空间里，隐晦地表达着
他对我的爱。我被他的执著默默感动着，
可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没过多久，我便结
婚了。

起初丈夫对我很好， 我也感觉自己
很幸福。 可这样的幸福持续的时间并不
长。一年后，我发现丈夫背着我在外面和
别的女人厮混，我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 我又一次陷入了情感的寂
寞中。盘点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人的身
影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的，陈斌。
我没想到一个曾经被我多次拒绝过的
人， 竟然从来没有从我的内心深处消失

过。 陈斌，我这才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开始，自己已经爱上了他。

不久后， 我回西宁了， 我要去找陈
斌，我要告诉他，我愿意做他的妻子，我
愿意兑现自己儿时的承诺， 一辈子对他
好。可是当我回到家时，就看到他家张灯
结彩，一派热闹的景象，原来陈斌要结婚
了。

我应邀参加了陈斌的婚礼， 我在南
方给他买的礼物， 如今已变成了送给他
的结婚礼物，我和陈斌几乎没有交谈，可
是从他看我的眼神中， 我找到了曾经熟
悉的表情，只是这样的表情，并没有让我
感到温暖，我知道，我终于失去了自己的
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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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西宁市下了一场雪，漫步在被雪覆盖的林荫小
道，晓娟吐露出了她对陈斌的心结。

生活在繁忙的都市中，亲情、友情、
爱情， 各种情感交织， 写就了生命中的
一个个故事……不必什么事都自己承担，
也不必把什么感情都藏在自己心里， 倾听
别人的情感倾诉， 说出自己的内心独白。
我们是与您的心灵能够真正沟通的朋友，
动起来，在《说吧》释放您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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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缘的交错中，
在命运的捉弄里，我们
彼此遥望，却无法终生
相守。 人生的许多事原
本没有对错，爱情也是
这样，我们不能说在这
场爱情的悲剧中晓娟
真的做错了什么，但是
她的痛苦是实实在在
的。 她对陈斌的伤害也
是显而易见， 于是我
想，有的时候，爱情或
许就是一种机会，赢得
了便一生幸福，错过了
注定永远错过。 自然而
然 地 想 起 了 这 个
词———珍惜。 珍惜对
方，珍惜自己，更珍惜
爱，这种电光火石般来
临，微妙得不可言状的
感情。

讲述： 晓娟（化名）
采写： 本报记者 洛桑

我并没有履行小时候的约定。 随着
我们步入青春期， 我对他的态度越来越
冷漠了。 那时候， 我身后跟着很多男生，
我很喜欢他们巴结我的样子， 在他们的
眼神中， 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陈斌也像跟屁虫一样， 整天跟在我
身后， 可我对他反感极了。 终于有一次，
我冲他发了火， 并让他离我远一点， 不
要来烦我。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脸憋得
通红， 默默地走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
是一个男人受伤的样子。 那时， 陈斌并
没有多说一句话。 当时的我太骄傲， 太
任性。

我那时候喜欢上了一个爱弹吉他的
男生，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浪漫多情
的人，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男
生居然追求我了， 我们很快坠入了爱河。

令我意外的是， 陈斌找到我， 告诉
我很多关于那个男生与多个女孩交往的
事情。 陈斌说他不希望我和那个男生继
续相处。 我听后反感极了！ 我对陈斌说，
我的事不用你管。 陈斌再一次默默地离
开了， 依旧没有多说一句话。

后来的事情， 果然像陈斌担心的那
样， 那个男生不久后就和另一个女孩好
上了， 他绝情地和我分手了。 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 我陷入了痛苦， 陈斌常来看
我， 每次都会给我带很多礼物， 并且跟
我讲笑话， 哄我开心。 记得有一次晚上，
他叫我出来散心， 我们走到一棵大杨树
下， 树下落满了杨絮， 他一点一点地把
杨絮摆成心字，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他
用这样的方式向我表达爱意。 火光映红
他真挚的微笑。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说
的那句话， 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小小的感
动！ 可是那时， 我毕竟刚刚经历过一次
失恋， 我的心里暂时装不下别人。

面对他的多次表白， 我始终没有明
确的反应，他却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那
段日子，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处久了我才
发现， 其实他是个挺幽默的人。 那段日
子， 只要我一有工夫， 他就会叫我出去
玩， 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对他的印象也很
好。 他叫我小妹，让我叫他哥，但我经常
叫他老大或是大哥， 他说你这样叫让别
人听见了以为我是黑社会的。 我在他面
前随心所欲地扮鬼脸。一点小事，都会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逛街， 那时

天很冷，我出来太匆忙，没穿大衣，他在
大街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肩
上，责备我怎么出来才穿那么少的衣服，
冻坏了怎么办。在外人看来，我们活像是
一对情侣， 其实那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矛
盾。 我们真的在谈恋爱吗？ 感觉是，又感
觉不是。 自从上次他隐晦的表白被我拒
绝后， 他就再也没有提出过想和我相处
的要求，而我也默默地享受着他的关心，
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我甚至时常庆
幸我有这样的一位哥哥。陈斌，请做我永
远的哥哥。

大学毕业后， 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陈斌也在一家报社当了编辑，他说
这和他爱好文学的志趣很近。 有一段时
间，我的工作很忙，忘记了与他联系，而
他似乎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妹妹”，
有一天，我无意中打开他的 QQ 空间，发
现里面贴满了他写的情诗， 他说这些情
诗是写给我的。 或许因为太过熟悉的原
因，陈斌的这份痴情，依旧没能打动我。

不久后， 我又一次恋爱了， 并辞了
职，和恋人去了南方。

临走时，我接到陈斌的电话。他问我
是否想好了。 我告诉他自己已经作出了
决定，愿意和恋人厮守终生。电话的另一
端陈斌沉默了，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
不知为何， 我突然想起了那次我冲他发
火时那副无辜的表情。 我在心里默默地
说道：哥哥，请你祝福我。

哥哥，我要一辈子对你好

他总是默默地关心我 请做我永远的哥哥

我选择了别人，决定去南方

我失去了真爱

因缘交错，我失去真爱

热 闹 的 婚 礼
现场，对我来说却

是一种煎熬， 当我透过
朦胧的泪眼看到新郎熟悉的
身影时， 我感觉时间一下子

就停止了。 我的世界一片紊乱。
陈斌（化名）结婚了，他用那哀怨

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挽着一脸喜气的新
娘转身离去了，泪水夺眶而出，心很疼，
我知道， 那一刻我失去了生命中的最
爱。

陈斌和我从小一起玩大。 我们几乎

无话不谈。 他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比
我大两岁，生活中总像哥哥一样，处处保
护我，跟他在一起我有一种安全感。 记得
小时候， 有一次我不小心砸碎了邻居家
的玻璃，不敢回家，到外面躲了起来。 天
慢慢黑了，星星也出来了，我一个人很害
怕，便哭了起来。 哭声中我能听到妈妈喊
我的名字，但不知为何我就是不敢答应。
我不知道，陈斌是怎么找到了我，却记得
很清楚，当他找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叫我别害怕， 他已经揽下了砸玻璃的
事情， 承认玻璃是他砸的。 后来他对我

说，回家吧，没事了。 我跟着他，一边擦着
眼泪，一边迈开了脚步，那一刻我内心洋
溢着幸福，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就是
我最坚实的依靠。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他被他妈妈打了
一顿，我心里很疼，我知道这顿打是他替
我挨的。 第二天， 我买了一包方便面给
他，谢谢他，他却不好意思地说，事情已
经过去了， 他早已不疼了。 至于方便面，
他和我一起分享了，他捏碎方便面放在我
的手掌中。 我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说哥
哥，我要一辈子对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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