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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了情侣，我们做最好的朋友

欺骗我的女孩，我会一直祝福你
本报记者叶军

她说我们来定个约
讲述人：江晨
性别：男
年龄：27岁
职业：自由职业者

江晨是个阳光男孩，见过的人通常会
喜欢他。 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女朋友，估计
没几个人会相信。 可他所说却是事实。

有生第一次想念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经常会有人问
我，谈朋友没有，什么时候结婚？ 听到这
些话题，我只是笑一笑。 我觉得自己是个
不太安定的人，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
里，而且还很享受这种状态，一般的女孩
子跟我在一起，怎么能适应呢。
而且，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是需要
感觉的。 那种想为一个女孩子付出所有
的感觉，我已经体会过了。 现在还没有哪
个女孩子可以带给我同样的感受。
那个我喜欢过的女孩并没有天仙般
的长相。 她的个子娇小，真的是只有五年
级高。 但我喜欢看她举手投足的样子。 我
是学校活动的积极分子， 什么读书会戏
剧社，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 有一次，帮
助学哥学姐布置一个活动现场时， 看到
一个女孩儿也在那儿帮忙。 她貌不惊人，
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她看人看事的神情。
她不会跟谁很热络，却也不是冷淡。 很多
时候，我们在谈话，她参与得不多，只是
很认真很专注地看着所有人。 偶尔说话，
都会让人怦然心动一下。 你会发现她其
实看很多事比许多人要深。 就像人们常
说的：年轻的外壳下，其实活着的是一个
老灵魂。
可能我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人， 所以
她特别能吸引到我。 我做什么事都喜欢
喊上她， 只要是可能， 她都会跟我在一
起。 每次参加聚会，我都是那个最闹腾的
人，而她总是那个最安静的人。 有时场面
欢腾到让人想落泪，她说离场就离场，我
也只好跟着她恋恋不舍地离开。 有的时
候，对处理某个事情有分歧，她会勾着手
指让我坐到她身边， 然后一三五条分析
地跟我说她的看法。 有时， 我也跟她争
论。 两个人争到一定时候，喊stop的那个
人通常是她。 她会突然瞪着眼睛向我发
狠说：丢冰箱。 此语一出，两个脸红脖子
粗的人顿时拍手大笑。 丢冰箱是我们之
间的暗语， 就是两个人都无法说服对方
时，我们可以选择搁置问题，等待时间告
诉我们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发现自己陷进去了， 是有一次她参
加志愿者活动去了外地三个月。 那段日
子，我干什么都不得劲。 有一天晚上，我
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 走过很多地方，忽
然想起都是我和她呆过的。
校园里的长廊、 人工湖……回忆一
幕幕，特别清晰，也特别美好。 然后，我就
想，不知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想到这里，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这个人平常特别
大条一个， 以前从来没有默默地想念过
一个人，更别说想念一个女孩子。 那是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念一个女孩。 意识到
这一点时，我又自豪又伤感，觉得自己长
大了。

我想等她一回来，就跟她表白。 怕自
己深陷思念中无力自拔，当时，正好学校
组织创业大赛，我也参加了。 老师说，我
的项目还不错。 我自己也信心满满。
终于等到她回来。 那天，我说跟她商
量一下参加创业大赛的事， 她兴冲冲地
赶来了。 两个人谈了一下别后境况。 我不
知怎么启齿， 但还是硬着头皮向她表白
了心迹。 她半天没言语。 我也不知接下去
该怎么说，两个人之间难得地冷了场。 后
来，还是我没话找话说，问她以前有没有
想过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她看着我笑
了：不是你这样的。 我囧得恨不能钻进地
洞里去。 反正觉得自己特别傻，平常挺伶
牙俐齿的一个人，面对喜欢的人，真的是
智商为零， 不知说什么， 说什么什么不
对。
看我难堪的样子， 她说， 你别为难
我。 你让我回去想一想。 我感激她的善解
人意，马上就顺杆爬说好。
之后一段日子忐忑不安， 不知会是
什么结果。
那段时间， 我完全顾不上学业和创
业大赛的事，每天发信息给她，还学别人
的样子给她送红玫瑰。
然后有一天， 她跟我说， 可以答应
我。 我还没狂喜两秒钟，她接着跟我说，
只是我们现在都在最好的学习和创业阶
段，应该抓紧，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她说我们来定个约， 一年之后再正式恋
爱。
我有些无语， 觉得只有她这样的方
脑壳能够想出来这种莫名其妙的恋爱方
式。 不过，一想到反正这一年我们还能像
过去一样相处， 我也就觉得没什么不可
以的。
我的创业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每当
我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她。 她
会从她的角度，给我一些想法。 有时候，
不谈学业或者未来种种，两个人一起，在
校园里走一走，聊一聊，对我就是最好的
放松。 她也很忙，忙社团的事，还有志愿
者的事，有时她也会来看我。 我们之间的
关系更随意了，看到我的头发长了，她会
逼着我去剪头发， 我说你怎么跟我妈一
样，她说天下女人一般见识。 她远方的朋
友来看她，她都要我作陪。 我问她，怎么
跟别人介绍我的。 她笑：不一定。 有时说
是同学，有时说是男朋友。 我说：那我们
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反问我：人为什么要
被关系束缚？
有时我也想有进一步的试探， 比如
牵她的手，她会让我牵一会儿，再慢慢把
手拿开。 有一次，我还冲动一把抱住她，
她也温柔地回抱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们
最后都止于那一刻。 那是我们在一起最
亲密的一次接触。

对不起，我骗了你
一年约定，很快到了。 这期间，我的
创业项目得了奖， 还有了现实层面的启
动。 那时候， 已经是我们毕业的最后一
年。
我约她出来。 在学校附近，有一家我
们都很喜欢的西餐厅。 有时我们在那边
谈事情，一下午两个人各点一杯茶。 餐厅
里的人也不会嫌弃我们， 还不停给我们
续水。
那天，我点了两个菜，她就开始嘲笑

我：充大款的来了。 我说：少来。 跟你说正
经的。 她笑得更起劲：你跟我说说，你什
么时候正经过？
我笑不出来，很严肃地对她说：我们
的恋爱约定什么时候兑现？ 她不笑了，盯
着我看了一会儿说： 你不觉得我们像现
在这样挺好吗？
我非常愤怒： 你是想无限期地拖着
我？ 你如果不喜欢我，干嘛要拖着我？ 我
的头嗡嗡直响，她还是那个她，可是我的
眼睛却仿佛突然近视， 怎么看也看不清
楚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还是那么冷静。 她仍然盯着我，说
你想不想听我说两句？
她的眼睛一点也不像她这个年龄的
人，深邃而又宁静。 当她那样看着我的时
候，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愤怒好像也
顿时飞到九霄云外。
我沉默了。
她轻轻地说：对不起，是我骗了你。
她说：我跟你说过，我心目中的男朋
友不是你。 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骗
你，是因为我想你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那
时，我不骗你，你会难过，现在我骗你，你
也会难过，不过好歹，你在其他方面有所
斩获。
她说这一切时，我就一直看着她。 突
然间就特别想流泪。 硬生生地，给我憋回
去了。 然后，她看着我说：我知道，别人不
会明白我的想法，但是你不同，你一定会
懂。
我说：等一下，我去一趟洗手间。 然
后，我就一个人在洗手间里，哭了好久。

尾声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做不了情侣，我
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 毕业后，她离开武
汉，回到她出生的地方。 我则继续留在武
汉。 我现在除了感情交白卷，其他方面都
还可以。 和朋友开了一间公司，做得越来
越好。 朋友也很多。
她回老家后， 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对
象，两人谈了一年，就结婚了。 我在微信
上跟她开玩笑：这么快就嫁，别人的一年
跟我的一年，怎么差别这么大？ 她回个笑
脸给我说，在我这里，一年是检验真伪的
有效期。
她也问过我，遇没有遇到合适的？ 我
继续开玩笑：曾经沧海难为水。 她只回一
个字：扯！ 她知道我难过归难过，但不会
沉湎于哀伤。
但她不知道的是，我至今怕进母校。
因为走过校园里的长廊、人工湖，我还是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身高只有五年级
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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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力不可为的现实
看英国作家毛姆传记，他年轻时爱
上了伦敦一个女演员， 买了戒指去求
婚，女演员说，我可以和你上床，但不
能和你结婚，因为我不爱你。 一年后，
女演员嫁给一个乡绅， 洗净铅华安心
相夫教子去了。 毛姆很生气， 也很失
望。 他不想只是和这个女人上床，他一
心只想和这个女人结婚。 此后很多年，
毛姆都没遇到想娶回家的女人，而且，
一直对女人尖酸刻薄着。
缘份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 有感
觉还是没有感觉，假装不来。 一方有感
觉另一方没有感觉，也强求不来。 在两
者达不到统一的时候， 忠实于自己的
感觉，也尊重别人的感觉，不怨不怒，
接受人力不可为的现实， 是最理性的
做法。
像今天故事里那个特别的女孩
子，用感情为诱饵去驱动对方进步，初
衷是出于善意， 也达成了她想要的效
果，即使对于爱上她的另一方，确实造
成了一定的伤害，但这样的举动，没办
法去指责。 这一对男女，可以说都是相
当优秀的人了，即使做不了情侣，能够
做最好的朋友，应该是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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