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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顺风、邱菊彬彬有礼的手
势下，两队人马上了“顺风集团”的4
辆“奔驰”、“宝马”。张总、滕总裁上
的是两台价值都是250万、车型一样
的“奔驰”；邱菊、江顺风亲自给两位

老总驾车在前；后面两台“宝马”则
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刚到火车站的春燕，一见这情
景，心里一咯噔，忙退到了树荫下。
原本还在牵肠挂肚，留恋妈妈的春
燕，此时心一横：“二舅，二舅妈，等
着瞧，就冲你们两个，我也要混出个
人样来，我要给妈争上这个脸！”

4辆车一离去，着学生装、身背
书包、蓄短发的春燕就钻进了熙熙
攘攘的售票厅。一会孩子就跟着人
流检票上了车，坐在临窗的位置。
孩子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远去的冰
城，一串泪水汩汩落下，心中默默念
着：再见了我的妈妈，再见了我的学

校，再见了我的老师、同学，再见了
我的外爷、大舅、三舅，还有两个好
舅妈，再见了春兰……

坟前倾诉

春燕的落荒而逃，老二一家人
自然心知肚明，又都装作若无其事，
谁也没有给顺丽吭声。只是当顺丽
向顺风打听，看到春燕没有，老二才
含含糊糊地说孩子曾来过家里一
趟，连夜饭都没吃就走了；邱菊更把
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看是有其父
必有其女！也不知顺丽是咋个管教
的，一个女孩儿家，不老老实实地在

家呆着，到处乱跑！”
除老二两口子照常做他的批发

外，顺水、顺当、顺丽三家都默契地
找起春燕来。老大负责向媒体、网
站发布寻人启事和收集春燕的信
息；老三一家白天开门市、晚上就两
口子一路，大街小巷找人；春兰一放
学就挂上QQ，边做作业边瞅春燕
的头像；顺丽则像过“梳子”般已找
遍了冰城，她准备到别的城市去找
女儿了。

一连三个月过去，几家人都蒙
着江长水，没有让老人知道孙女出
走的事。

（二十六）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
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
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
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宾宾有理

有个朋友绰号叫“宝儿”，说话
率真无遮拦。一次摆谈到一部战争
片，都说场面宏大情节紧张，是好
片。她嘴一撇：“哪里好看，尽是男
生。电影，有男生有女生才好看。”

非常精辟。不管弘扬什么主题
的作品，战争、信仰、犯罪等等，没有
了男生女生那点内容，如同没丢盐
的汤，寡淡无味。想想大观园中一
大堆的姐姐妹妹，没了宝玉这个男
生戏怎么唱；《血战钢锯岭》残酷的
战争场面，也要穿插个美丽的女生
多萝西。

男女之间，写出来是爱情，说出
来是情爱。爱情总是在文学作品中
被美化到神圣，其实就是某一时段，
我的眼里只有你。放到现实中，在
古代是媒妁之言、八字相合，在现代
是门当户对、三观一致。

男女没有血缘生活在一起，是
为了生生世世繁衍不息。从大义上
说，恋爱后愿意结婚生子的男女，都
是在对人类负责任。相对爱情，婚
姻的时间更长，责任更重，意义更
大。江湖上流传一句名言：任何不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我这人醒事较晚，当身边男女

同学，开始运用小说中的情节含情
脉脉时，我还一股脑儿沉浸在武侠
的幻想：一匹快马被惊眼见要撞
上，一名长身玄衣的侠客凌波移
动，瞬时横在马前，马匹嘶叫腾身
跃起，他臂力千钧稳稳拉住缰绳，
制服马后回头满眼的关切：吓到姑
娘了？

思想懵懂便罢了，偏身体发育
也滞后。少女的身材山水玲珑起
来，惹来少男期期艾艾的眼神，身边
也就渐渐有了显露的故事。

但这些故事却与我无缘，清清
白白就到了大学。

大学一年级上解剖课，福尔马
林浸泡过的尸体，如没有刺鼻的气
味，像极了卤水中捞起搁置太久的
黑褐色卤肉。男尸和女尸的差别在
于下体的两腿之间，男欢女爱的生
理基础击败所有爱情的幻想，让二
九华年的本姑娘宁愿精神上的拥
抱，不要现实中的牵手。

大学毕业情感经历还是一片空

白，连朦胧可以暧昧的对手都没有，
可见我宁缺毋滥的高尚情操。工作
了，各种关心各路介绍纷沓而至，这
种以结婚为目的的安排，主题突出
态度鲜明，俺也不客气，个子高、单
位好、有文凭、人品佳、家境良几个
条件，诸位比着箍箍买鸭蛋。

谁都希望有段美满的姻缘，于
是出现婚姻配对的各种流派，什么
白羊男配射手女，水瓶女配双鱼男
的星座流派；什么鼠配牛，虎配猪，
子鼠克午马等生肖地支流派；还有
用出生年月时辰金木水火土推算相
生相克的八字流派。

我很幸运，一个符合条件的男
生被朋友介绍到眼前，短短的半年
时间补齐了一见钟情、刻骨铭心、
患得患失、忐忑不安恋爱中应有的
感受，然后果断决定结束这种缺少
安全感的状况，用婚姻套牢对方。
而且咱俩是土鸡配金狗，吃穿不用
愁。

普通人眼里，和生活最密切相
关的两个地方是银行和医院，一个
关系钱，一个关乎命。有钱得有命

享，有命得有钱用。
我和他属性绝配，职业也是绝

配。他在银行管钱，我在医院管
命。年轻时他挣钱比我多，由着我
学习进修培训瞎折腾，坐七八小时
的硬座成都来看我，绝不让我为钱
发愁；中年了，两人的收入都提高，
他听从我的建议少应酬少饮酒勤锻
炼，保持体型保持健康。亲朋中需
要存钱投资的询问他，需要寻医问
药的麻烦我。

我俩相约着管好我们的钱，管
好我们的健康。

钱不求多但要合理安排，保证
老了不受穷苦；身体要健康命要长，
要等到儿子中年，看到孙子结婚。
银行职员和医生是绝配，在挣钱和
健康的矛盾中相互制约，朋友中有
符合条件，一定要珍惜。

我和他这对男生女生，相识23
年，没有相互厌弃，在一起时的快乐
超过分开时，看架势要牵手白头。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
身”。有他在还好，二十三年等闲
过，不凄凉。

银行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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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600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
格 1000元/两星期。
本栏目在《达州晚报》
官方微信（粉丝已达
20万余人）平台第二
条内免费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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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转让租售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或出租（1-6号
每个门市面积约60㎡），价格
面议。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出售

空场地2块（分别20亩、
30亩），交通便利，通水电气，
可做仓库，小加工厂，离市区
半小时车程。

电话：13518258080

场地出租

西外黄金地段一休闲会
所转让，面积900平方米，证
件齐全，客源充足，有意者面
谈，非诚勿扰。

电话：15181874197

会所转让

招聘 成都从
众清洁公司

聘保安30名，限男性，1.75米
以上；管家10名、吧员10名、
保洁20名，限女性，1.60米以
上。工作地：达州。联系人：
牟先生 15390127603

理今美术学校
常年招生:幼儿、

少儿、青少年、成人
电话：15808186161

招生招聘
西外新锦社区万锦城临

街面一、二层共8000m2商铺
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13388203999

商铺出租低价售楼
达州市通川区通川桥北

头（人行天桥处）临街第三层
商业楼出售，双证齐，面积
362.9m2商业用房，实际使用
面积 500余 m2，土地证系出
让。房主迁居外地，现诚意超
低价出售，价格面谈。

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位于达州市通川区大
北街路口一商务宾馆(共
九层)整体出租或出售。
建筑面积：3260平方米，
房产用途：商业，土地取得
方式：岀让，两证齐全。价
格面议。联系人：冮先生

电话：17340033013
13882868726

商务宾馆租售 市内华洋酒店旁一楼门
市450㎡左右对外出租。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760698777

旺铺出租

市内凉水井街二楼临街面一
住房（原一直经营酒吧）50平
方米出售，可经商可办公，价
格面议。电话：18381926666

住房出售

种植花椒园近千
亩，繁育优质九叶青花
椒苗，免费提供建园、
种植、病虫害防控，加
工销售，全过程技术指
导。欢迎现场交流

13002853448
15883731555

出售九叶青花椒苗

市内中心广场电脑城H
区二楼一门市25平方米，带
租出售，可经商可办公，价格
面议。电话：13668398999

门市出售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租售

位于达州城区
30余公里处，交通方
便。土地流转手续齐
全，证上面积 500多
亩。正常经营中，优
价转让。
电话：13880777444

种植园转让

位于南大街，面积
76.88平方米，价格面议，
非诚勿扰。

电话：13281710099

门市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