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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囊相授

乖乖就饭

◎作者：牛 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饿 和 想 你 ，

我都不想
忍着。 贪食又贪爱，最好
的 爱 ，不 是 “我 爱 你 ”，而
是“一起吃吧”

★新 晋 实 力 派 、

多元化
都市作家牛莹全新轻喜
剧职场励志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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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优秀的婚礼策划师要策
划过多场不同模式的婚礼， 有很丰
富的经验。
其次， 要有对婚礼文化以及行
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要有较深的
文化底蕴及婚礼习俗知识。 要有很
强的敬业精神， 并且有一定的人格
魅力和亲和力。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和创造性以及很好的沟通能力，用
热情感染宾客，了解客户需求，才能
达成合作意向，这些要求，对于刚接
触这行的杨晓环来说，都并非易事。
露露是个臭脾气， 一不顺心便
不分场合地臭骂， 因此明里暗里都
曾得罪过不少人。但不得不承认，恃
才放旷的露露的确是业务上的一把
好手。 婚礼策划师是整场婚礼是否
能成功举办的重要决策人， 一位优
秀的婚礼策划师可以将婚礼办得相
当精彩。露露在这个行业混迹多年，
稳坐一姐的位置，只要她出马，多难
缠的客户都能搞定。 这就是为什么
公司里很多人都看不惯她， 却依旧
干不掉她的原因。
露露虽然脾气不怎样， 但对事

不对人。 大概是看到了杨晓环颇有
几分自己当年的拼劲，看她肯学，便
不留余力倾囊相授。 杨晓环碰上露
露这样的严师，可谓吃尽苦头，别人
的要求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婚礼策划
师，但露露对她的要求是：要做就做
一个优秀的婚礼策划师！
做婚礼策划最需要的素质是沟
通能力、想象能力、策划能力以及组
织能力。 婚礼策划首先要洞悉新人
的需要。一般来说，一个内容比较丰
富的婚礼需要一到两个月的策划时
间。 每次策划之前， 要多和新人漫
谈，了解他们的爱好、恋爱、经济状
况以及家人想法等资料， 然后再根
据新人要求制作策划文案。 要是新
人请来的嘉宾有要求， 策划师还得
为嘉宾们想上点小节目， 这些节目
既不能过火得让新人尴尬， 也不能
平淡得扫了来宾的兴致。总之，要策
划一场让所有人都高兴， 让新人终
生难忘的婚礼，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
想要优秀， 就要比平常人更努
力， 除了具备丰富的婚俗文化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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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时，

有恶念七
则，具蛊惑人心的力量

★ 老子 决 意 为 当 世 除 一
大害， 引龟甲兽骨中的
七道不祥之气于七根木
简 ，以 凤 凰 鸾 扣 扣 封 ，终
将凶简封印。 但谁料想，
有一天凶简会重现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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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精通婚俗民情， 还要具备好体
力。从早上6点多忙到晚上9点多，不
管是扎花车、 接新娘还是拍摄婚礼
外景、举行婚宴，或是闹洞房，杨晓
环是一刻都不能休息。
除此之外， 杨晓环还必须极具
人性化的工作能力， 和谐可亲的为
人之道， 能充分理解以及有为新人
着想的工作态度， 不但要知道怎样
给新娘补妆换发型， 更要提醒新人
什么时候放礼花、 什么时候给长辈
敬茶。 除此之外可能还要提醒新人
父母，甜羹应该放哪几样谷物煮，教
新娘的弟弟怎么背姐姐上花车等。
这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杨晓环都
在露露手把手的调教下，逐一上手。
同时在露露的影响下， 杨晓环的行
事也日渐有了露露的作风， 终于成
为喜妆独当一面的优秀策划师。
如果说杨晓环是个完美主义
者，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别人做
完的事情自己还要再重新做一遍，
做事必定要提前做计划， 每步都按
流程来， 讨厌特殊状况和不按计划
走的人。那么，露露就是杨晓环的升

言下之意就是， 这事现在又进
僵局了，有新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吧。
李坦未置可否，不说走也不说不走，
木代给霍子红打了个电话， 红姨柔
声细气的，说：“既然没什么事，你想
回来就回来， 要是觉得重庆待着好
玩呢， 就多玩两天， 店里这两天不
忙，一万三做的挺好的。 ”
一万三一万三， 真是听到这个
名字就来气，木代不高兴：“红姨，你
别被他给引诱了。 ”
红姨失笑：“你越想越没谱了，
他才多大点。 ”
红姨也真是单纯， 怎么能用常
人去揣测一万三呢，木代觉得，只要
有利可图， 一万三什么事都做得出
来，更何况红姨还是风韵犹存，真是
把羊放在狼嘴边上，大大不妙，木代
当机立断：“红姨我这两天就回去，
让一万三老实点。 ”
通完电话，木代去108房朝万烽
火要马涂文的地址， 万烽火上上下
下打量了她好几回：“你不是看上他
了吧？ ”
木代笑嘻嘻地：“可不呢。 ”

万烽火大跌眼镜：“你这年纪的
姑娘，眼睛都是瞎的。 ”
要着了地址，木代还赖着不走：
“万叔， 岑春娇这趟， 能赚多少钱
啊？ ”
她装着一副也想入行的架势：
“我性子野，毕业了之后坐不住办公
室，红姨让我在酒吧帮忙，我又没兴
趣。 如果这行好赚， 你帮我搭个线
呗，我到处玩儿着打听消息，还能把
钱给赚了。 ”
万烽火还蛮喜欢木代， 也乐意
跟她说话：“
几万块钱吧。 ”
木代倒吸一口凉气：几万块！万
烽火作为中介，中间还要抽成，那红
姨他们得出多少？
万烽火看出了她的心思：“姑
娘，消息这玩意儿，找对人，才有价。
你也别为你红姨心疼钱，她出的，还
不是大头呢。 ”
木代还想问， 万烽火直接掌心
向上，那意思是：你再问我就得收钱
了。
红姨出的还不是大头？ 看李坦
那副惫懒的模样，也不是有钱的主，

莫非大头是马涂文？
不不不，应该是他背后的人。
到了马涂文家，已经时近中午，
整个小区破败不堪吵吵嚷嚷， 马涂
文抱了个吉他在一楼门口练歌，昂
着脖子唱：“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
更高哦哦……”
哦哦两个高音上不去， 听起来
好像有人伸手拽住他的脖子， 还连
打了两个花结那么残忍。
旁边两个混混儿拍手：“好！好！
我小马哥唱得太好了！ ”
木代不动声色环视左近， 没什
么异常，也没有曹严华口中那辆车，
看来罗韧还没到， 她乐得在附近转
悠，下傍晚时，小区里居然出摊了，
有卖油炸豆腐的， 也有家门口支愣
了几张桌子就卖小馄饨的， 木代要
了碗小馄饨，低头正舀汤，听到身后
响起拖拽箱子的轱辘声。
有个女人打听：“那里是三号楼
不？ ”
岑春娇！
木代低头看着汤碗里的紫菜虾
皮，脑子里忽然雪亮：难怪岑春娇忽

织

沈阳出版社
★我可以载你回家吗？
用我的全部余生
★以男生的视角， 讲述
了一段90后的青春恋爱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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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曼后面的话声音小得几乎
快要听不见了， 而我脑海里想象了
一下当时的画面， 顿时觉得还真像
她王佳慈的作风。 怪不得林巧曼能
记住她呢， 而且……就算她俩没有
说话的话，也会觉得眼熟吧。
毕竟年级前十里不可能都是女
生， 她们两个应该算是长相最出众
的了。
想到这里我一阵无语， 看样子
之前王佳慈总说自己学习好的话不
是骗我的。 我还以为那小家伙最多
算是个班级前几， 没想到深藏不露
啊。 不过话说她天天上网还要学艺
术，为什么学习还这么好？老天爷就
算偏袒也不能这么不科学吧？
正想着， 一旁的林巧曼见我一
副沉思的样子， 忽然间开口问道：
“那个……你不知道她学习很好的
事情吗？ ”
被林巧曼这么一问， 我一时间
有些哑口无言， 只能点了点头示意
是的。
虽然我知道她学习好， 但是没

然收拾东西要走，她不是要回老家，
而是中途被人截胡了， 以她贪钱的
性子，如果能绕过中间人直接交易，
何乐而不为呢？
木代装着是在吃饭， 眼角余光
悄悄瞥向岑春娇，果然，她一路往对
面那幢楼去了， 不一会就拎着箱子
消失在逼仄的楼梯上。
马涂文住三楼。
万事俱备，只等那个罗韧了。
晚上九点多， 木代看到了那辆
驶进来的黑色悍马，其实她不懂车，
但就是下意识觉得这车子极其霸道
桀骜， 跟小区的风格完全不搭，果
然，车上下来的，就是罗韧。
木代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是：车技不错，小区的路堆的七零八
落的，他居然开进来了。
罗韧停好车， 直奔马涂文的那
幢楼，但是进楼之前，似乎忽然有所
警惕， 狐疑地看了看木代所在的方
向。
（精彩下期继续……）

文身男

我们纯真的青春

◎作者：一

级版。杨晓环是细节控，对别人经手
的东西总会不放心的再三确认：“是
吗？”因为这，不少同事暗地称她“
事
妈”。杨晓环的“
事妈”作风在同事中
不讨喜， 但却是露露最欣赏她的地
方：不断确认，力求完美。
如果说露露一开始不看好杨晓
环并想撵走她，那现在，她已经把这
位徒弟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经过长
久的接触了解， 露露发现杨晓环甚
至连择偶观都跟她相似。 不是没有
对露露献殷勤的， 她身边就有一位
多年如一日， 想用一饭一蔬一茶的
细微暖意来打动她的普通男人，但
就算对方掏出心来， 她也不会接受
的，她想要的并非平淡是真，只想璀
璨绽放。正因为这样的物以类聚，快
奔四的露露和快奔三的杨晓环，才
到现在都没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结
婚对象。
没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不是
因为对结婚对象的定义太笼统，恰
恰相反，就是要求得太具体，才难以
找到合适的。
（精彩下期继续……）

中途被人截胡了

七根凶简

◎作者：尾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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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她学习那么好。
而见我点头， 林巧曼好像想明
白了什么一样， 脸上的表情轻松了
一些，闭上小嘴没再说话。
这时候上课铃响了起来， 我看
了看林巧曼，没再问别的。
下课之后我早早地出了班级，
外面刮着风，微微带着些凉意。
我推了车子早早地到了校门
口， 生怕一会儿王佳慈那小家伙看
不见我。
放学的时候校门口的场景总是
很壮观的， 为了避免被放学大军误
伤踩死，所以我推着车子站在一旁，
扭头看着往外走的人群。
等了好一会儿， 依稀看到了不
远处王佳慈的身影。
我心中先是一喜， 紧接着又瞬
间凉了下来。
因为我看到， 就在王佳慈的身
边， 那个文身男正跟她肩并肩地走
着。虽然天很冷，文身男却穿着短裤
背心。
我忽然间想到这货是练体育

的，所以最后一节课也在操场了吧？
正好王佳慈也在操场写生， 这货才
会跟着她一起走出来吧。
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 盯着不
远处的王佳慈看着。
结果没想到远远地就看到王佳
慈的脸上并没有厌烦的表情， 好像
还在笑着。
一旁的文身男也比画着手，不
知道在说着什么。
两个人在路上走着很抢眼，不
少的学生都纷纷朝他们看了过去。
见到这幅场景我忽然间心里面
有些发堵，嘴里也泛起一阵苦涩感。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
觉， 但看到他俩有说有笑的样子我
就是觉得很别扭。
眼看着两个人就要走到校门口
了，我竟然脑子里一嗡，慌慌张张地
推着车子想要躲起来。
可是无奈我刚有了要躲的动
作， 不远处的王佳慈就好像看到了
我。只见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快走了
几步， 用着有些沙哑的嗓音喊道：

“小小铭。 ”
听到她的声音我僵住身子，看
着她没有说话。 这时她身边的文身
男也看到了我， 我的脸上马上感觉
到了他十分不友善的目光。
王佳慈很快走到了我的面前，
只见她歪着头打量我， 接着说道：
“你好快啊。 等半天啦？ ”
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的文身男，
接着语气有些冷淡地说道：“没等多
久。”我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用
这种语气， 而王佳慈好像听出了我
话中的情绪一样， 有些奇怪地眨了
眨眼。很快她也扭头看了一眼，接着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又冲着我笑
了笑说道：“那……咱们走吧。 ”
文身男听到王佳慈这么说竟然
伸手拦住了她，说道：“
你去哪儿，我
送你吧，别坐他的破车子了，坐我的
摩托车。 ”我一听，心中顿时有点不
爽，结果我还没有开口，王佳慈竟然
笑了一下，说道：“
不用啦，就让小小
铭送我好了。 ”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