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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
告诉我的事

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失恋了，整
天躺在床上颓废，不是玩手机就是打游
戏，工作也不出去找，饭也不好好吃，整
个人很快就消瘦下来。妈妈知道我的不快
乐，但我拒绝跟她沟通任何相关话题，无
计可施下，她赶我出门打工。她是这么觉
得，像我这种伪忧郁症患者，只要忙起
来，什么病都会康复。
我不置可否，但是我觉得她说的有点
儿道理，走出一段感情的最佳方式是用另
一段感情来疗伤，如果没有那么抢手，不
如退而求其次，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思
考。
我妈替我找了一个在小学对面小区的
工作——在什么都有卖的杂货铺打工。
杂货铺生意超红火，对面是小学，所
以小区里面到处培训班林林，还有个公交
站点，每到上下学的点，学生家长来来往
往，零食、画刊、玩具什么的都很抢手，
一忙起来，我似乎可以淡忘很多事情。所
以相比家里，我愿意来这儿待着。两个星
期后，我开始被两个小朋友吸引。
那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年龄
都是八九岁，男孩身边接送的家长并不固
定，可能是他外公外婆，也可能是他舅舅
舅妈，偶尔会是他妈妈。妈妈打扮得体，
是个空姐，因为唯一那次过来送孩子的时
候，她是直接拉着行李箱，穿着制服过来
的，一把孩子送到门口不远，就匆匆坐上
计程车走了，以至于男孩回过身，想跟妈

妈说些什么的时候，只看见计程车远去的
烟尘。
男孩就在那里站了半天没动，长得很
好看，说话也是细声细气，一看就是受过
良好教育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是身影在那
天显得格外孤单。
男孩背着书包在校门口磨蹭，我都替
他着急，怎么不进门。远远的，一辆电动
车开了过来，男孩子就打起了精神，大喊
她的名字，徐贝贝还是徐北北，总是分不
清。男孩话多起来，像换了个人，叽叽喳
喳，话多得像永远说不完。女孩都是妈妈
接送，风雨无阻地骑。两方的家长保持着
客气的社交距离，也不排斥孩子们的交
往，他们有时候放学了会来我的杂货铺买
水，熟起来后，我知道了男孩叫李明浩，
女孩叫徐北北。
李明浩真的很喜欢徐北北，我见过有
一次李明浩走进杂货铺，屁股后面跟着一
个小女孩，那小女孩穿得很洋气，扎两根
小辫儿，跟在李明浩背后，两片嘴皮子就
没有停过。李明浩高冷得很，他背着手老
气横秋，“嗯”“喔”就算应了。小女孩问
李明浩，“浩浩，星期天我生日，你来吃
蛋糕吗？”
“我没空。”李明浩毫不犹豫地回绝
了。小女孩一脸伤感地被她妈妈拉走，妈
妈十分无语，估计也受不了女儿被拒绝。
我问李明浩，“你同学请你吃生日蛋
糕你不喜欢啊。”他很老成，“不喜欢，她

好吵。
”
过了一会徐北北也来了，李明浩笑得
很热情，嘴里叫着“北北北北北北”，像
一只聒噪的小鸭子，徐北北也有一搭没一
搭地理他，简直是上一幕的反转。
后来我们三个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
其实他们不是同班同学，倒是幼儿园的同
学。李明浩一本正经地说：“小兰姐姐你
知道吗？我们幼儿园在这个学区读的就只
有徐北北，没有徐北北我可寂寞死了。
”
他一门心思对徐北北好，什么薯条、
巧克力、棒棒糖，一定要买给徐北北吃。
徐北北很矜持，她不太吃零食，实在想吃
也只要一根棒棒糖，理由是吃多了会蛀
牙。李明浩后来贴着我耳朵说，那个约他
吃生日蛋糕的小女孩是他同桌，简直像是
小猪佩奇，下了课就坐在教室里偷偷吃零
食，嘴巴一张，满口蛀牙。所以同桌给他
吃零食他一概不要，有一次那个巧克力棒
棒糖他可喜欢了，他就拿了一个，放学给
徐北北吃。
有一天下午，我没看到徐北北出现，
李明浩一个人在我杂货铺里转圈。他说，
徐北北已经两天没来上学了，问我能不能
带他去找她，他知道她家住在幼儿园附近
的那条老街。
我说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你爸爸妈
妈还以为我这个陌生人要拐带小孩呢。叫
你外公外婆带你去吧。没想到李明浩哭
了，大串大串泪珠往下掉——小兰姐姐，

外公外婆玩去了，他们不带我去找北北。
我瞬间明白了，对大人来说，小朋友
间的分离都像是儿戏，那么不值一提，可
是对每个阶段的感情都有它的弥足珍贵之
处。
我给李明浩家人打了电话，征得了她
们的同意，关了杂货铺的门，带他去找徐
北北。
徐北北家虽在老街，但李明浩不知道
具体门牌号，我们只能一间一间去问，有
的门打不开，有的门能打开却并非徐北北
家，一家一家去敲，我这样的大人也累
了，李明浩更是气喘吁吁。走到老街半山
腰，天黑了，我也打了败仗，坐在人家院
子门口就不想走了，“让我歇歇吧大哥，
我真的累趴了 。”我没好意思提走这个
字，但是我暗下决心，再过 10 分钟还没
找到，立刻向后转——回家。

李明浩脑门上都是汗，他没吭声也没
坐下，看着这个院子没敲过门，又跑去敲
敲。然后他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徐
北北，你怎么没来上学！”
原来这里是徐北北家。
两个小孩怎么去庆祝久别重逢我已经
不想知道了，我竟也为这幼稚的相聚感受
到了一丝甜意。对李明浩和徐北北而言，
这天发生的故事只是一个极小的插曲，在
找到的一瞬间，所有从白天走到黑夜的艰
难都不叫艰难，敲多少次门、失望多少次
都不会退却。而对成年人而言，这样的打
击可能是毁灭性的，李明浩好像带我上了
一课，那些埋藏在我心中的颓废、忧郁好
像被这破云而出的光芒消弥干净，原来有
一天，我真的会被这种简单的执着和坚持
所打动，寻找到让自己振作起来的力量。

魔头橙 文/摄

程同学和那一首歌
小学二年级，班里转来一位姓程的新
同学。短发，眯眯眼，从不穿裙子，我一
度以为程同学是男生，后来才发现是个酷
酷的小姑娘。
那时女生中流行一种算命游戏——在
一张纸上写下不同的年龄数字、颜色、城
市等，闭上眼睛用笔随意划掉写下的项，
最后剩下的一行就是你的婚姻签。一位同
学给我算了下，说我 27 岁那年会穿着绿
色的婚纱在澳门结婚，对方长相极差，待
我一般。看到这个结果，我非常郁闷，其
他 同 学 都 觉 得 不 可 思 议 ：“ 只 是 个 游 戏
啊，你连这都信吗？”
可我还是不开心，害怕这个不美好的
签运就是我的未来。程同学听说了，拿来

纸笔摊在面前：“别哭了，可能她们算得
不准呢。我给你重新算一次！”
她写完那排年龄数字，咧嘴笑着：
“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 29 吧？”
我擦干眼泪，点点头，隐约看到她划
的时候刻意避开了所有我喜欢的项。
随后，她睁大眼睛查看结果，慢慢读
出 来 ：“29 岁 ， 穿 白 色 婚 纱 ， 在 伦 敦 结
婚，对方长相很好，待你也很好。”她又
大声向周围的人叫着：“看，你们都算得
不对，她的命可好了！”
现在我已满 29 岁，从未出国，更没
有机会接触异性，倒是 27 岁那年真的碰
到过长相不佳、待我一般的男生。现在看
来，第一个糟糕的签运也许反而更接近真

相。但这些都是后话，程同学热情大方，
与细腻敏感的我恰好互补，我们成为了很
好的朋友。
程同学刚转学过来，学习成绩跟不
上，老师便让我帮助她。我邀她来我家
玩，问她有哪些课文不懂，再细细地向她
解 说 。 她 很 懂 味 地 捧 场 ：“ 你 讲 得 好 有
趣！”
后来她进步不小，得到老师的表扬，
我比她还高兴。
作为回报，程同学请我去她家吃饭。
她家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店里堆满各色
水果与纸箱，没有像样的桌椅，只在后门
隔出很小的生活空间。她爸妈都不知有客
人要来，程妈妈赶紧去厨房忙碌，程爸爸
憨憨地笑着，搬来个大纸箱倒扣在地上，
又递给我一条小板凳：“店里啥都没有。
我们平时都拿纸箱当桌子，你就想象成日
式的矮桌吧。
”
程爸爸与程妈妈看起来都很年轻。程
同学小声说，她爸妈不到二十岁就私定终
身，因为没有像样的事业，家人反对过一
阵，但后来逐渐安顿下来，又有了她，长
辈们也就释然了。
这时饭菜做好了。只是简单的几道小
菜，但我们边聊边吃，大家都很开心。他
们教我如何挑选水果，还讲了些相关的小
知识，我觉得新奇又有趣。我走的时候，
程同学不停地往我口袋里塞着荔枝桂圆，
又提来好大一袋优质苹果，直到我连连摆
手说拿不动了，这才作罢。
几天后，放学路上，程同学突然问我
爱吃什么菜。
“我爸妈觉得上次招待得不够好，想
再邀你来吃一次饭。
”她认真地说。
“嗯……我喜欢吃荷包蛋。”我想了
想说。
“还有呢？还有吗？”她追问。
“……芹菜吧。”我答道。其实我并

没有很喜欢芹菜，只是当时林志颖有首歌
就叫这名字，便好奇想尝尝。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快忘了这事。
直到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正在看动画
片，电话突然响了。
“嗨！今天中午来我家吃饭吧！我们
做了芹菜！
”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声音。
“程同学？”我还想问几句什么，她
已经挂断了电话。
如今，我已记不清自己那天为什么没
有去。或许是看动画片入迷忘记了？或许
是下雨天懒得出门？又或许只是心情不太
好？但在童年时期做过的所有错事里，这
件成了最令我后悔的。
星期一，程同学刚到校就直奔向我。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呢？”她失望
地问。
“我……你电话里也没有说你是谁
呀。”我尴尬地笑着，找了个最蹩脚的借
口。
程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也如同往
常一样在一起玩。她还是经常来我家，还
是会给我们带一些新鲜水果。后来我过生
日时邀请她，她答应了，最终却没有出
现。我失望地独自在家吃着蛋糕，突然明
白了“鸽人者，人恒鸽之”的道理。
变化来得太突然。升入五年级后不
久，程同学告诉我她要转学了。
她搬家去了省会城市。那时还没有手
机，她的新住址也没确定，无法收信。之
后我也转学去了外地。我们自此断了联
系。
七年后，我已进入大学，习惯通过网
络和人联系。长大后逐渐懂事，我也意识
到自己当年的失信行为有多不对，每每看
到芹菜，心头总会涌上对她的歉意。
一天，QQ 校友传来好友验证，我一
点开，竟是失联多年的程同学！
她留了长发，也穿起了裙子，但那和

蔼的眯眯眼，那灿烂的笑容，仍和小时候
一模一样。
我赶紧加为好友，不久我们便叙起
旧。
“小时候的朋友里，我只记得你一个
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 QQ 校友搜了你
的名字，居然找到了。
”她发消息给我。
“太感动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对你爽
约的事，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愧疚。”我
感慨道。
“诶？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和你一
起做布娃娃，记得你来我家的水果店玩，
记得你给我讲课文……我只记得那些快乐
的事。
”她回复道。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乐观大方，而我却
拘泥在自己的多愁善感之中了。
之后程同学每次回老家都问我在不
在。那时我爷爷和外公都去世了，亲戚们
也去了其他地方工作，连过年都留在市
里。我和她也就没有机会再聚。
这两年，我的许多朋友都结婚去了南
方的城市，联系渐疏。孤独又不得志的日
子里，我常忆起童年，感慨时光飞逝，物
是人非。某天去超市买菜，偶然看到芹
菜，便又思念起了程同学。
我们后来并没有经常联系，只是逢年
过节发个祝福短信，毕竟彼此的生活圈子
已经不同了。她起先做过瓷砖生意，后来
又干起了汽车销售，和她父母一样很早就
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从照片上的笑容
看来，应该是过得很幸福的。
我回到家，在冷清的房间里择着芹
菜，不由得唱起了林志颖的那首老歌——
“勇气像海绵，吸干我的泪。我不怕
孤单，因为曾经相爱。
”
我还是不喜欢孤单。只是现在还陪伴
着我的，也仅有这些关于友谊的久远回忆
了。
小优/文 魔头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