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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心一大早醒来右眼就跳个不停! 她隐

约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但具体是

什么!她不敢想!怕想多了揪心"

电话突然矫情地大叫起来! 秋心赶忙抓

起手机!一看是姐姐秋雨打来的" 不知为何!

她今天却不想接这个电话" 但铃声执拗地一

直响!似乎只要她不接!就准备一直响下去"

秋心定了定神!接通了电话"

#姐!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

#想你了啊!想跟你聊聊& %

姐姐秋雨的声音淡淡的! 似乎跟平时没

有什么两样! 但秋心听起来却是如此惊心动

魄"

'哦!那((那好!我马上起来" 是你过

来!还是我过去$ %

'我们就在那家听雨咖啡店见面吧" 好

了!不多说了!见面谈& %

秋雨挂掉了电话"

此时的秋心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抚自己的

焦躁不安的心!她没来由地慌乱"姐姐怎么会

打这个电话!而且听起来声音不阴不阳的!她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她为什么要约自己

去那个地方见面!难道她知道了些什么$

不!不会!她怎么会知道呢!这一切都只

不过是自己的臆断而已! 有些事就是自己吓

自己!本来没有的事!经过自己一加工!就演

绎得有模有样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

会发生"

秋心一面安慰着自己!一面梳洗!然后穿

衣出门"

来到咖啡馆! 姐姐秋雨已经到了! 看见

她!没有说话!用眼神示意她坐下来" 她慌不

迭地跑过去!用眼睛扫了一下四周!又抓了抓

头发!以此来掩饰自己不安的心情"

她的那些细微的小动作秋雨都看在眼

里!她淡淡地说了句)'坐吧"你要喝点什么$%

秋心有些尴尬!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姐姐

今天的眼神很犀利! 似乎要透过她的脸读懂

她内心所想所疑惑的一切" 她也要了一杯咖

啡!一面心不在焉地搅动咖啡!以此来掩饰自

己复杂的心绪!一面用眼试探地看着秋雨"

秋雨没有理会她! 避开她投过来的问询

的眼神!望向窗外的一棵树!一字一顿地说)

'我((我和高阳((离婚了& %

'什么$ %秋心惊呼!差点把杯子推翻"

'怎么回事!你们((你们不是过得好好

的么!为什么要离婚啊$到底出什么事了$%秋

心问这话的时候心有点虚! 她努力地伪装着

自己!按捺住狂乱的心跳"

'怎么回事$ 我的好妹妹!你难道不知道

么$ %秋雨冷冷的话语朝她扔过来"

秋心一阵慌乱!完了!完了!她什么都知

道了!怎么会呢$ 那个死人!怎么会把事情搞

到这个地步& 但她还是不想这么快地面对那

一切!她故作镇静地坐下来!说)'你们怎么回

事!我怎么会知道& %

秋雨看了看她!低头'哼%了一声!继续

说)'哦!是这样啊!希望你真的对得起你自己

的心!你是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好了!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 我和高阳! 我们俩完

了" 就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

说完这些话!秋雨拿起外衣!看都没看秋

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秋心慌乱地站起来! 就在姐姐扭头的那

一瞬间! 她看见了挂在姐姐脸上的一颗晶莹

的泪珠" 她想去拉住姐姐!但她不敢!她觉得

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她一手毁了姐姐的幸福!

也毁了她和姐姐之间的信任和亲情"

她木木地坐下来!看着眼前的空位发呆"

突然!她像想到了什么!拿起手机!拨通一个

电话"

'你在哪儿$ 马上过来! 我在老地方等

你& %

半个小时后!一个中年男人赶了过来"男

人神情有些恍惚!头发乱蓬蓬的!完全没有了

往日的风采"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跟我姐闹成这个样

子!居然还要离婚!你脑子进水啦$%秋心一见

到这个男人!立马低吼着质问他!似乎要以这

样的方式来平复自己烦乱的心情"

'你姐((你姐什么都知道了!我什么都

告诉她了& %男人看着秋心!沮丧地说"

'什么!我姐什么都知道了$ 你是说((

你是说所有的事情!她((她都知道了$ %秋

心的心一下子揪起来! 她看着眼前这个满脸

无奈的男人" 这个男人给了她一个肯定的表

情"

天哪!姐姐什么都知道了!她已经知道她

最亲的妹妹!她平时最宠最爱的妹妹!在暗地

里和自己的丈夫好上了& 秋心想起来姐姐的

泪!她真想抽自己一个大耳光!自己都干了些

什么&

秋心从小就很羡慕姐姐! 姐姐不仅人长

得漂亮!而且还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找了一

个好工作! 嫁给了一个既帅气又有本事的老

公***高阳+ 不像秋心!没有考上大学不说!

毕业以后只能在一个不起眼的公司做一个小

职员!找了个对象也是个不成器的家伙!两个

人成天吵吵闹闹的! 气得秋心天天嚷嚷着要

和他分手"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男朋友! 秋心住到了

姐姐家里!姐姐平时工作很忙!家里就只有她

和姐夫两个人"姐夫高阳人很好!对秋心也很

照顾"为了不让秋心在家里闷!姐姐就让高阳

没事开车带着秋心到处玩"

没想到这一来二去的! 秋心就爱上了眼

前的这个男人!这个既成熟又体贴的男人"她

突然有些不甘心! 她觉得姐姐之所以有现在

的日子!都是因为嫁给了高阳才得到的!她觉

得她也可以" 她开始处心积虑地制造和高阳

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终于!在一个姐姐出差的

日子里!她背叛了亲情!他背叛了爱情"

在那段时间里!秋心很矛盾!她一会儿觉

得自己对不起姐姐! 一会儿觉得她应该对得

起自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真爱!她要把高阳

抢过来"她就这样扭曲着自己的灵魂!过了一

段连自己都不齿的日子"

最后!让她决定离开高阳的!是来自于姐

姐源源不断的关心"她无法再面对姐姐!也无

法再面对高阳! 最后她搬离了姐姐家" 没想

到!离开后她依然无法对高阳断情!他们依然

联系着"频繁的短信来往和高阳的反常行为!

让姐姐产生了怀疑! 最后高阳的手机短信暴

露了他们的事情!而高阳也因为姐姐的暴怒!

为了求得她的原谅! 对她和盘托出了他们的

事情"

相比较姐姐的平静! 秋心觉得自己很龌

龊! 她以为姐姐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甩给她一

个耳光!但姐姐没有" 从小到大!姐姐就是这

样!只要是秋心喜欢的!姐姐统统都会给她"

她记得姐姐说过)你是我的妹妹!只要是你想

要的!我都会给你" 难道现在!姐姐要连自己

最爱的男人!也要拱手相让么$可是现在为什

么自己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心态! 反而会有一

种深深的失落和自责呢$

秋心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 这个看起来

憔悴不堪,脆弱无力的男人!这还是那个让她

依恋让她沉迷让她无法自拔的男人么$ 怎么

会变得如此陌生呢$面对他们分开的结局!她

竟然没有一丝快感!反而觉得有点恶心!她恶

心自己!恶心眼前的这个男人!她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为了自己

的一点私欲毁了姐姐的幸福+

'是我对不起她!我就是个混蛋!我要怎

么做她才能原谅我$ %男人无助地看着秋心!

那眼神里透露出来的绝望让秋心想死的心都

有+

这就是她拼了命想抢的男人! 这就是她

爱的男人! 原来他的光鲜和美好都是因为另

外一个女人---她的姐姐! 她才是他生命里

的阳光!没有了她!他形容枯槁!憔悴落寞+

而她!只不过是他餐桌上的一道甜点!没

有忍住诱惑! 偷吃了几口+ 但甜点终归是甜

点!永远变不成正餐+ 她突然间明白!原来自

己也不是爱这个男人! 而是爱自己的那种感

觉!那种把属于姐姐的东西抢到手里的快感+

从小到大! 只要是姐姐有的! 她必须要

抢!这种心理决定了她这样的行为!也葬送了

三个人的幸福+

她痛恨这样的自己!也痛恨姐姐的大度+

姐姐为什么不打自己一顿!或者骂自己几句!

这样她的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姐姐就那样潇

洒地走了!把龌龊,不堪,无耻,自责留给自

己!她以为她是神么!她扔掉的男人!自己怎

么可能会留下来&

她长出了一口气! 看了看眼前这个由于

自责而目光呆滞的男人!张了张口!却不知该

说什么+ 她拿起自己的东西!往门外走+ 男人

没有拦她!自顾自地捶着自己的头+

走出门!深秋的风冷冷地袭来!秋心拿出

自己的手机!关了+ 她想!也许自己该换个活

法了+

爱情图趣

婚姻物语

信箱!

&%9:9.7;2</012345#

!"#$%

&'!(#)*

少来夫妻!老来伴+ 能够陪你走

过一生的人!往往不会是你曾经最爱

的人+ 与其爱得深!不如伴得久+

人们总是愿意对已经失去的感

情耿耿于怀!尤其是曾经让自己付出

所有,不顾一切的那个人!或是初恋!

或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或是曾经

视他.她/为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在怀念那份失去的爱情时!大多数人

也在无意中美化了那个 '最好的爱

人%+

年少的时候!总以为一定要跟最

爱的那个人在一起!学着琼瑶剧里的

深情浪漫,轰轰烈烈!然而到最后!礼

堂的音乐渐渐响起!在熟悉的伴奏以

及满桌亲友的见证下!与你牵手的那

个人终不是当初最爱的他.她/+虽有

过懊悔!有过心酸!有过埋怨!但这一

刻!看着对方的眼睛!你需要明白的

是!眼前的人才是伴你终生,同你生

儿育女,面对衰老疾病不离不弃的那

一个+

深爱过的情人! 不如相伴最久

的身边人 ! 因为在岁月的流逝下 !

只有那个枕边人会任劳任怨! 替你

做饭 ! 听你打鼾 ! 伴你朝朝暮暮 !

在孤寂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为你

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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