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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因为你，
我把快乐弄丢了

男女情感既是所有情感中最娇柔、细腻的章节，又是最华美、激越的交响。 它可
以只是钦慕，连初恋都不算，却也可以是生死相依，以思念终此一生。 今天特编辑一
组“情书”给读者，情之多姿，爱之婉转俱在其中矣。 祝情人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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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和你打架
也渴望抱抱你
半个世纪前的同桌
艾绿

从未划过“三八”线
那年我6岁，在汉口继红小学（在原武汉市第三
十中学内，近年改为市六中分校，其南大楼即为该
小学）读一年级，丁是我心中的班花。记得班主任排
座时，让女生先入座，男生排队等候老师安排座位。
当班主任点名让我与丁同座时， 她高兴地招呼我：
“艾绿，坐这儿！ ”
同座期间，我与她互相帮助，情谊甚笃，从未划
过当时流行的“三八”线。
记忆最深的是， 当年我们班排练了一个舞蹈。
班主任在班里挑选了20多名同学， 主角是工农兵，
同桌演工人，另一名女生周芳演农民，我演解放军
战士。
正式演出安排在武汉汽车运输二站礼堂（当时
工人阶级管理学校，我所在小学由汽运二站工宣队
领导）。那天学校张贴了很多标语，教室和操场上都
是正在化妆的学生和围观群众，我们化好妆后前往
演出地点，整个场景与影片《芳华》相似。
演出时，看见台下密密麻麻坐着全校师生及工
人师傅，心里有些紧张。舞蹈最后，饰演工人的丁一
玲和饰演农民的周芳摆开马步， 我将旗杆一撑，跳
到她俩腿上，然后将红旗“呼呼”挥舞起来。 台下顿
时掌声雷动。
演出结束， 班主任王老师高兴地表扬了我们。
她对我说，生怕我最后没站稳，从两位女生的腿上
摔下来。

约6年前， 我偶然得知一李姓高中同学的妻姐便是
我童年时情牵梦绕的同桌。
但担心同学们知道原委后取笑，更怕由此给她
带来尴尬。 我没有贸然去见她。
这一晃又是6年。 直到近日，李同学的丈母娘仙
逝，有同学约我一起前往凭吊。 我这才见到半个世
纪未见的同桌。
乍见时，很担心同桌不记得自己。 听了自我介
绍，她淡淡地说记得我这个曾经的同桌，说我当年
白白净净的，突然就不见了，犹如一个谜。 我怀疑她
之所以还记得我， 是否因为当年那封令她挨批的
信。 我没敢当着其他人的面问她那封信的事，因为
已经不重要了，那封信或许成为永久的秘密。
她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市里某局当公务员，后
来辞职下海。 我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一切都
在平静的氛围中进行，全无年少时曾无数次想象过
与其重逢时的那种激情与浪漫。
童年时，我对同桌那种懵懵懂懂的情感，在今
天看来或许连初恋都称不上，但其珍藏在我心底最
柔软的地方，长达半个世纪。 尤其对我这个在童年
便失去父母之爱的人来说，甚或可称为童年最美好
的记忆。
人生有许多难解的谜和遗憾，这或许也是世界
的不可捉摸和无穷魅力所在。 阅读和品鉴人生的各
种经历况味，诸如离别抑或重逢，无论悲哀无奈，还
是庆幸兴奋，对当事者而言，其价值和意义或许并
无高下之分。

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

岁月如梭，天命之后，一切变得中庸而平静。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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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淡淡地说还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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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王老师教语文课，她端庄秀丽，教课得
法，板书工整。
不知何故，王老师突然不教课了，据称被打成
“反革命”，被罚在学校扫厕所。后来我遇到她，少不
更事的我竟喊出“打倒王老师”的口号。她听到后脸
色大变，可想痛在心里。
1969年，我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在
继红小学任教的母亲改嫁。 1970年秋，我在学校无
故遭到母亲教过的学生殴打， 祖父及姑妈闻讯，次
日即将我转学，从此与同桌失去了联系。
转学后，我怅然若失，思念原来的老师及同学，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同桌。
小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市三十中读初中，这时
继红小学已被撤销， 但小学所处的南大楼仍在，不
由让我回忆起在继红小学读书的时光和那个静美
的同桌。
有一次上学路上， 我遇见当年小学王同学，他
告诉我，同桌丁一玲上了六中。
终于获知同桌的消息，我异常激动，忍不住给
她写了封信，请王同学转交。 信中简要询问她的近
况，较多篇幅含蓄表达了思念之情。 后来王同学告
知，他将信托给丁的一同班男生转交，该生在转给
丁时被班主任撞见，并公开批评同桌早恋。 我得知
后，尴尬万分，从此不敢再有举动。我也曾想过是否
王同学“编故事”，但也只是怀疑而已。
我所在的三十中与六中近在咫尺，五年中学时
光，我与曾经的同桌始终缘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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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宋清如
至上主义者
—不要愁老之将至.
——
你老了一定很
可爱。 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
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
岁，一切都是一样。
—我找到了你，
——
便像是找到了我真
的自己。 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一百个人
或有一百个人爱我， 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
彷徨着。 你是unique的。 我将永远永远多么
多么的欢喜你。
—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
——
假山边看
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 看水，看
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
—我渴望和你打架。
也渴望抱抱你。
——
—我愿意舍弃一切，
——
以想念你终此
一生。
—摘自朱生豪写给夫人宋清如情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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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观看了冯小刚导演的影片《芳华》，勾起我对小学第一个同桌的回忆。 同桌名丁一玲，
其芳名犹如一粒花种，在我心底冷藏了半个世纪。 机缘巧合的是，就在观看《芳华》不久，那粒
花种蓦然绽放，让我重睹芳华。
2018年1月11日，我终于重新见到她，居然是在她家里。 倏忽间半个世纪，她却似乎未有太
多改变，面容依旧白皙娟秀，让人恍惚重新进入了1968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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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
有这么一个平台， 让我有机会给你写这么
一封信，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读到。 在我受伤、孤
独、寂寞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有时悄悄地在
心中跟你聊天， 我总是相信心灵的网线是存在
的， 我想隔着时空跟你说话， 你一定能够听得
见，感应得到........
那年，我21岁，家人要我跟你相亲。 我苦恼
透顶，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我认为婚姻应该由
自己做主，而且，我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况，不
想考虑婚姻。 我拼命地挣扎、抵制，甚至和家人
吵架，可是，小小的、21岁的我终究抗拒不了来
自家庭的压力， 躺在床上痛苦地考虑了一个晚
上，我决定想办法捣毁这次家庭安排的相亲。
我被逼来到和你相亲的地方，你来了，穿着
一身军装，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说着一口部
队的普通话，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遭人反感。你自
如地跟我聊这聊那，我不是摇头，就是拒绝，不
知你是否感觉到我是在搅局。 我应付差事般，佯
装要了你单位的地址，就想闪人。 你却留我一起
吃午饭。 午饭后，你又拉着我去散步。 你主动提
出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我随口说：一个星期以
后吧，你说时间太长，定在三天后。 一直到下午
三点，我才如释重负完成平生第一次相亲任务。
回到家里，我被这场相亲搅得心不在焉。你
28岁，我21岁，你在山东当兵，我在东西湖工作，
你在市内住，我住吴家山，你的家庭条件好过我
家，你自信满满，而我正在为调往市区工作一事
发愁。我觉得，我不如你优秀，除非你傻得冒油，
才会接受我。结论是：尽管不反感你，但“我并不
适合你”。
3天后，我们如期见面，你约我看电影。我却
提议去我家，我想，你了解我家的现状，应该知
难而退。你在我家待了一天，我不知道你的口才
为什么那么好，说起话来那么风趣、幽默，井井
有条。下午，我送你回家去车站，路遇同事，她指
着你问我，“这是你男朋友吗？”我不加考虑地就
说：“不，不是的。”你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有点
生气地走了。难道我不该这样说吗？我们只是见
过两次面而已。我以为，我和你的相亲故事从此
画上句号。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16岁去外地读书，19岁
参加工作，打篮球，溜旱冰，看小说，这是我最喜
欢也最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可是，你的再次到
来，将我的生活全部改变。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
下午，我正在家中小店看小说，一抬头，你忽然
出现在我面前，望着我开心地笑。 我大吃一惊，
你怎么冒出来了。那一天，你的眼睛始终追随着
我。也许，你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走进
我的心里。 后来，我竟然走进你的家，见到你的
家人。 我喜欢你的家庭。 可是，你却渐渐不爱讲
话，我读不懂，也看不透你。 在你离开武汉要回
部队的日子，我给自己打赌，如果有缘，你会主
动来找我，如果不来，我们之间就只能说遗憾。
最终，你没来找我……
我发现自己居然忘不了你， 满脑子里都是
你的笑容，你的眼睛，你说的话。我做了一个梦，
天下着雨，我撑着一把雨伞来到四官殿码头，那
是我坐船去外地读书常去的码头，我等呀等，一
直等到一艘大船到岸， 从船上走下来一波又一
波的人，唯独没有见到你的身影，我心情低落，
在人群的最后，你出现了。 你高兴地向我奔来，
接过我手中的雨伞，不停地问我，你怎么来了？
我默默地望着你笑。忽然，江堤的天空出现一道
彩虹，人群欢呼着，你随着人群跑向彩虹。 你不
见了，我也从梦中醒来了……不久以后，我收到
了你的来信， 你终于找了一个最好的理由和我
画上句号。 你说，因为你回部队，我不去为你送
行，你等了我好几天，我都没有去你家。我想，这
不是理由。 我开始泪流满面，我知道，我真的为
一个不太了解的人动情了……
一年后，我调入市内工作，三年后，我嫁给
了一个确定关系90天的当兵人，如今，我在武汉
市内拥有了房子、车子、稳定的工作，可爱的孩
子，可是，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简
单的生活了。因为你把你的名字，刻在了我的心
里，而我的快乐被你拿走了。
祝好，毛先生。
高小姐
2018.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