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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等到了缘分

用一个词来形容程茜的生活! 就是马不

停蹄" 最忙的时候! 有可能今天在成都! 明

天飞上海! 后天在北京! 大后天又飞厦门"

要是日程安排稍微空闲点! 她除了做健身就

是在学习" 所以! 就连闺密琳子亲自打电话

邀请她参加婚礼! 她给出的回复也是# 看着

办! 有时间就来" 琳子气得半死! 在电话那

头一个劲儿威胁# 要是敢放鸽子! 你一辈子

都嫁不出去"

以前程茜听到这话! 铁定撸袖管跟人吵

起来" 混了几年社会! 发现男人比不上钱靠

谱! 所以她赚钱比找男友勤快多了! 日夜赶

场! 在兰博基尼$ 法拉利$ 保时捷中穿来穿

去! 看着存折数字 %噌噌噌& 上涨! 她喜欢

这种感觉"

婚礼开始前一小时! 程茜才匆匆提着行

李箱从飞机场赶到现场! 一脸的灰" 万万没

想到! 她都这么灰头土脸了! 居然还会有人

搭讪! 还挺精英范儿" 这个叫陆臻的男人真

是会说啊! 絮絮叨叨一大堆" 婚礼结束后!

陆臻也要赶回上海 ! 主动邀请程茜坐他的

车" 才上车没多久她就困了! 他找了件外套

让她披上再睡! 三个小时车程回到上海后!

又驱车送她到寓所! 将她的行李箱扛上楼才

离开! 次日关切地问她睡得好不好"

这么贴心的男人是老天送的吗' 稀缺动

物啊( 撞运了' 程茜还来不及产生更多的幻

想和猜测! 琳子已经揭了谜底! 她一个劲儿

地追问陆臻如何! 有没有什么进展" 程茜虽

已二十七岁 %高龄& 了! 但情商还停留在二

十出头! 坚信宿命论! 相信有命中注定的缘

分! 以为等到了! 却原来是别人刻意安排的

相遇"

护花使者现身

对陆臻! 虽然少了最初那点热情! 但只

要他约她! 有空都会赴约" 陆臻的职业是记

者! 见识相当广! 聊天范围能从生活家居一

直延伸到军事科学! 能把程茜说得一愣一愣

的! 但是他说不太了解车模这个行业! 还真

想见识见识" 程茜以为他说着玩的! 结果没

几天! 她就在户外车展见到他了! 换了身休

闲装扮! 说是汽车版块的记者有事! 他来帮

忙"

那天简直可以说是程茜走秀生涯里最糟

糕的一天! 陆臻出现顶多影响情绪! 谁知还

遇上了个变态! 众目睽睽下绊倒她! 扶起她

的同时又猥琐地摸她的胸" 她刚想大声叫保

安! 变态男人已经被陆臻按倒在地! 扇了几

个耳光"

%没事吧' 这种场合都有人出手! 你们

这行当真够难混的"& 晚上吃饭时! 陆臻握

着程茜的手安慰" %我做了四年! 第一回遇

上这种事! 还碰巧让你出手帮忙! 咱俩可真

是有缘分"& 这回的事情看上去不堪! 但程

茜还挺高兴的! 至少她的宿命论应验了" 之

后的日子! 陆臻时不时地就出现在她的生活

里! 圈内姐妹聚会他当陪衬! 工作飞外地他

去机场送行! 深夜回沪他准时来接" 感情才

刚开始! 就已经如火如荼"

被甩的烫手山芋

程茜很爱自己的工作! 做车模能自信地

展示自我! 收入还行! 最关键啊! 是自由!

不用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 可

陆臻说# %你看网络上车模的形象都被人诋

毁成什么样了! 又累又不安全"& 程茜没反

驳! 在外人眼里! 她们的工作的确受到颇多

非议! 可是他们在一起后! 她所有状态在他

面前均毫无保留! 圈内非议自然有! 潜规则

的也不少! 但她不是她们啊! 怎么可以一概

而论呢'

一点点矛盾累积着 ! 在一次普通酒会

后! 彻底爆发了"

程茜应活动主办方邀请! 参加之后的庆

祝酒会! 所有车模都在应邀之列! 她必须参

加! 那天刚好陆臻过生日! 说愿意等她到酒

会结束再去庆祝" 她将酒店的地址发给他!

酒会上也尽量少喝酒 ! 一直熬到八点半结

束" 毕竟是酒会! 男人们离开时大多带了些

醉意! 酒店门口告别时有个男人抱住程茜一

直夸她漂亮" 这一幕被等候在酒店门口的陆

臻尽收眼底"

以前程茜一上车! 陆臻就会关怀地问些

问题! 那天却异常安静! 他也没有把车开到

事先预定的餐厅! 而是漫无目的地开在拥挤

的道路上" %刚才那人喝醉了! 行为有点过

了"& 程茜多少能读出点他的心思! 解释说"

许久之后! 陆臻才开口说# %真够随便啊!

抱抱亲亲都是常事' 你不是说潜规则没在你

身上发生过吗! 让我怎么相信'& 程茜哪里

能想到陆臻会说出这番话! 一句一句就像刺

刀一样划在她脸上 ! 她紧紧咬住嘴唇 " 良

久! 她问# %以前你就知道! 难道那些信任

都是装的'& 陆臻只顾开车! 没再说话! 连

送她回寓所! 也是她前脚下车他后脚开走!

看起来就像想赶紧甩掉烫手山芋"

她的王国! 她的爱

生活永远比电视剧狗血! 程茜断然想不

到她的平凡生活也能成为热议的焦点! 追根

溯源还得拜一篇长微博所赐! 叫什么 )我与

车模的那些往事*! 照着文章里提供的信息!

经网友层层搜寻$ 筛选信息! 终将人物原型

锁定在她身上" 这么一闹! 程茜的业务量不

断上涨! 吃模特这碗饭的有两个最重要! 第

一是身材和脸蛋! 第二就是知名度! 两者综

合在一起! 保准业绩长红"

有人说! 程茜肯定雇了炒作高手在助推

她的名气! 也有人说! 那微博更像是一个人

的陈情书" 人的想象能力真丰富啊! 她一眼

就能看出是陆臻的手笔! 而且就在长微博出

现的那几天! 他所工作的媒体整版报道与车

模相关的话题! 策划人就是他"

她之前一直想不通陆臻能离开得这么决

绝! 现在才明白自己只是被选中的素材! 琳

子也承认搭桥牵线时说明过她的身份" 那他

的感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像都不重要了!

道不同迟早都要走向岔路口! 迟早而已" 何

况一篇微博! 助她事业一臂之力" 她还记得

长微博最后那段话# 我以为爱能包容一切!

膨胀得像个气球一样出现在她的世界! 最后

只因小小的一根刺! 泄气离开! 我这种人!

能被原谅吗 ' %真矫情 "& 程茜自言自语 !

她穿上恨天高! 整理好服饰! 大步迈向了展

台! 那里才是她的王国! 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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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蔡康永的一段话!深有感触#

上段恋情!全心投入!结果重伤" 于

是这次恋爱怕受伤! 就很保留" 这意味

着!上次那个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

你!而此次这个发展中的情人!得到的却

是很冷淡的你"我知你是保护自己!但这

若是做生意!你这店一定倒的"永不再来

的恶客!得到最好的服务!而新客上门!

却备受冷落!这店怎么不倒'

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这道理众人

皆知" 可许多人!干的却是相反的蠢事"

刚结婚那会儿!我对婆婆敬畏至极!

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逾越"传说中的婆

媳不和!是婚姻失利的一大要害!因此我

对婆婆!可谓小心伺候" 每天笑脸相迎!

揣摩婆婆的兴趣!投其所好"在我的想法

里!婆婆毕竟是未曾相处过的陌生人!如

今在一起生活!顺利度过磨合期!自然得

更加用心" 疲累之余! 有时回娘家看母

亲!不禁有些随意"有一回!母亲说!真羡

慕你婆婆(你呀!对婆婆这个%妈&这么尽

心!倒把亲妈当奴才了(

母亲的话!虽是玩笑!却让我心头一

惊" 细细一想!可不就是这样' 当时的婆

婆!对我来说!还只是个未曾相处过的陌

生人!我却极尽小心地伺候着!对于母亲

这个养育了自己二十几年的人! 却显得

任性无比"最好的!得到的却是最差的待

遇"

有位闺密和丈夫的相处!也是如此"

闺密处事圆滑周到!对同事笑脸相迎!对

朋友有求必应!身边的人无不说好"可偏

偏对另一半却常常恶语相加" 有一次聊

天!谈及此事!闺密告诉我!在外头压力

大!回到家里!对着另一半!觉得不必伪

装"正因为把对方当成最亲的人!于是展

露最真实的一面!可没想到!却由此而导

致两人感情不和!最后以离婚而告终"

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我们总想

给陌生人最好的印象! 因此不吝展示自

己最好的一面!可对于最亲的人!留下的

往往却是相反的一面"

只是!若能转换一下!最好的!留给

最亲最爱的!这样!感情才不至于变成亏

本生意"

!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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