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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走过台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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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 一个人闯入她的生活

冯妍最近常常失眠。 大半
夜醒来后，就没了睡意。 夜晚安
静得可怕，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
答，卫生间的水龙头滴着水，这
让冯妍更加心烦意乱。
如果这时能叫醒曹旭东，哪
怕只是随便聊上两句，也能缓解
一下失眠带来的忧伤。 可这个男
人每天加班回到家，倒在床上不
出三分钟就鼾声如雷。
她不忍心打扰他。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一闪
而过的念头里， 心里有个声音
说，给周辉发条微信吧，就当找
个人说说话也好； 但马上又有
另一个声音站出来反对， 在没
有理清自己的感情之前， 你觉
得这样合适吗？
是啊，有很多的不合适。 很
唐突，也很不合时宜。 反复犹豫
后， 终究是没有发出去只言片
语，而是有些心虚地关了机。
认识周辉，是在三个月前。
公司发放福利， 组织员工去丽
江度假。 轮到做游戏的环节，和
她分在同一组的是周辉。 周辉
比她小五岁， 是那种热情洋溢
的小男生。 他那张笑意盈盈的

脸上，有种朝气蓬勃的力量。 在
四月的阳光里， 让冯妍有些愣
神。 冯妍从来不知道，每天和自
己在同一大楼上班的，还有这样
一个风趣幽默的男生。
在丽江的5天，因为周辉，日
子变得有趣起来。 一抬头一回眸
的瞬间，冯妍的内心深处，有惊
鸿飞过。 她不愿对自己承认，那
种感觉是心动。 怎么能心动呢？
她爱的男人，有且只有曹旭东。
认识一个人之后，仿佛在哪
都能看到他。 从丽江回到上海，
这个叫周辉的男人，开始频繁地
入侵她的生活。
有时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他
给她送来一杯现磨咖啡；有时是
早晨的电梯里，他冒冒失失地最
后一个挤进来，看到她，露出坏
坏的笑容；有时是下班拥挤的地
铁里，收到他的短信，说着“注意
安全”之类的话……有种微妙的
感觉，在两人之间缓缓流淌。
之后，冯妍开始大段大段地
失眠。 这个叫周辉的男人，总是
不经意地从脑海里跳出来，一遍
遍地搅乱她原本平静的心湖。那
点心思，压下去，又浮了上来。

沉闷 十年感情陷入沼泽

失眠的夜晚，幸好还有泡面
可以用来消磨时光。 煮泡面的
深夜，即便冯妍在厨房里将锅碗
瓢盆弄得咚咚响，曹旭东仍然睡
得很沉。
这些， 冯妍不敢有任何怨
言，因为她比任何人都理解曹旭
东的辛苦。
这个男人每天早晨五点起
床， 去地铁站赶第一班地铁上
班，碰上加班的话，就得赶最后
一班地铁回家。 工作的事情已
经够烦心，又怎能指望他注意到
她的那点小情绪呢？
算起来，这已经是他们在一
起的第十年。 从大一开始恋爱，
到后来一起读研究生，再一起找
工作，十年的时光，他们早已渗
透彼此的生命。
只是，有些感觉随着时光的
流逝，慢慢淡得不着痕迹。 就像
这样失眠的深夜，若是搁在十年
前，六年前，哪怕三年前，曹旭东
一定会有所察觉。 那时，曹旭东
也一样很忙很累。 可他紧张她，
在意她的一举一动，在意她任何
情绪的变化。
终究是有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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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为这些情绪感伤时，
曹旭东突然推开卧室的门，进了
卫生间。 等他从卫生间出来，才
发现坐在饭桌前红着眼睛的冯
妍。 他揉着眼睛，一脸茫然地问
她：“怎么啦？ 怎么哭了？ ”
冯妍哭得更厉害，曹旭东有
些束手无策， 他抱了抱她说：
“
乖，你别压力大，下个月领导就
要将我的职务往上提。 这样的
话，咱明年就可以买房了。 ”
在上海买个小居室，是曹旭
东这些年的奋斗目标。两人都来
自偏远小镇，买房这件事，指望
不上任何人。而曹旭东并不是那
种空有一腔抱负而不愿意付出
实践的人，这些年，他确实在脚
踏实地地努力。
但这个过程中，他也不再是
当初能够陪着她，去看一场文艺
片的曹旭东；不再是那个时刻对
她关心体贴的曹旭东。 现在的
他，有点沉闷，也有点无趣。
这样一想，冯妍为自己在感
情上的旁逸斜出， 找到了借口。
和曹旭东比起来，那样明亮的周
辉， 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
很难不搅乱她的心。

燎原 他的热情无法拒绝

冯妍从未想过， 和她共度
余生的那个人，不是曹旭东。遇
见周辉之后， 她一遍遍说服自
己，只要时间长一点，就能调整
好内心的那点波澜。
但实际情况是， 周辉并没
有给她时间。
那个黄昏， 一场大雨突如
其来。冯妍下班出了大楼后，才
想起来早晨忘了带雨伞。 就在
她准备一路小跑去地铁站时，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冯妍，冯
妍……”一回头，便看到了笑意
盈盈的周辉。 同时，她的头顶，
被撑起一方晴空。 冯妍在淅淅
沥沥的雨声里， 听到了自己的
心跳声。
这个男人身上仿佛有一种
魔力，让她不由自主地着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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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周辉说“能不能一起吃
饭”时，她词穷到找不出理由拒
绝。
吃饭的地点选在愚园路的
弄堂，弯弯曲曲走进去，是一家
精致的面馆。 周辉没问冯妍的
口味，却刚好做到了投其所好。
一个人心里眼里全都装着
另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这样费
尽苦心。
冯妍是北方人。很多年前，
曹旭东也经常陪她一起吃面
条，可现在他一看到面，就眉头
紧皱，一副不肯将就的表情。
时光让他们成了亲人，也
让彼此少了浪漫与激情。
而此刻，坐在对面的周辉，
视她如珍宝。 似乎已经很久很
久没有被一个人这般小心翼翼

地珍视过了吧。 冯妍觉得自己
的心，如同脱了缰绳的野马，越
来越偏离轨道。
有了第一次约会， 便有了
后来的第二次， 第三次……每
一次冯妍都想好了理由拒绝，
但最后一秒，她发出去的微信，
又变成了一句简单的“好”。 没
办法拒绝，也舍不得拒绝。
这些， 曹旭东没有丝毫的
察觉。他不是在拼命加班，就是
在思考如何将工作做得更好。
他用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努力，
为他们未来的房子添砖加瓦。
完全不知，那时的冯妍，沦陷在
一个小男生给的浓烈爱情里，
无法自拔。
那么， 真的要和曹旭东分
手吗？

坚定 爱的只是你的影子

就在冯 妍 犹 豫 不 决 的 时
候，父亲突然查出胃穿孔。母亲
在电话里尽量轻描淡写， 冯妍
还是急得哭出了声。
幸好， 有曹旭东。 这个当
年毛毛糙糙的小伙子， 在时光
的打磨下， 早已变得成熟稳
重。 有他在， 一切都被安排得
有条不紊。
手术的费用， 曹旭东没有
丝毫迟疑地动用了买房的存
款，这让冯妍没办法不感动。他
每天陪夜，给父亲擦洗身子，看
起来他更像是亲儿子。 那样的
光景里，他和她，早已超越男女
朋友的关系，变成了亲人。
这期间，周辉打来电话，冯
妍再也无心接听。她挂断，周辉

还是连续不断地打进来。 后来
没办法，她只好将手机关机。再
开机时，短信铺天盖地。读到第
五条，冯妍点了全部删除。
那些情话， 一下子变得很
轻佻，很刺眼。而她心里的那点
感觉，也突然淡得没了痕迹。
回上海， 是在一个礼拜之
后。在公司遇到周辉时，他看起
来很颓废。大抵，他是真的爱她
的吧。但经历过这么一遭之后，
冯妍确定，遵从内心的选择，答
案只有曹旭东。
她对周辉讲了自己和曹旭
东的故事， 也对他说了很多的
“对不起”，是她辜负了他。周辉
的眼神，看起来很受伤。不过冯
妍愿意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明

白她的选择。
实际上， 冯妍也是后来才
弄明白， 自己之所以会对周辉
动心，只不过是因为他的热情、
他的纯粹以及他的不顾一切，
如同读书时的曹旭东， 也曾有
过这般明亮干净的眼睛， 也曾
这般浓烈地爱过她。
她并非多爱周辉， 她只是
在他身上， 看到了当年曹旭东
的影子。 那些失眠、那些纠结、
那些动摇， 都只不过是怀念当
年的曹旭东。
周辉的出现， 如同一场台
风过境。 经历过这场小波澜之
后，冯妍相信，她对曹旭东的爱
情，也会变得更加坚定。

作者
手记
任何一个男人，
总归要变得成熟稳
重，爱情可能会趋于
平静， 这并不是坏
事， 因为这样的男
人，能真正替自己爱
的女人遮风挡雨。 过
去浓烈的爱其实一
直都在，只不过让岁
月迷住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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