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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柳莲
易宁在一家行政单位上班，他没有职

务，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做同一份工作，
管理档案，十二年，从没有变化。

来找档案的人一般很少和易宁说话，
一般是找了档案就走。

不过，他的档案室倒是干干净净。
这一天，一位同事来到他办公室，顺

手关上门，塞了一个红包给他，说：“易宁，
你给帮个忙，改一个档案。”

同事要求改动的档案是个违反原则的
事，易宁没有答应，红包当然不要。同事
生气地走了，在门口扔下一句话：“看死你
一辈子冒出息！”

易宁这一天特别不开心，回去破例没
有做饭，歪倒在沙发上装睡。

老婆打开门，瞅了一眼沙发上的男人，
大声问：“饭熟了吗？！”她刚从市场回来，
她开了一个理发用品店，挣的钱比易宁多，
所以敢大声说话，敢理直气壮吃易宁做的
饭。

易宁不声不响地从沙发上爬起来，进
了厨房，围上围裙，淘米，煮饭，洗菜，
把钉板剁得叮当响。

当晚，易宁失眠。他经常有些失眠。
易宁是个孤儿，在他三岁时，爸爸带

着一个女人跑了，五岁时，妈妈去塘里挑
水淹死了，外婆把他带大的。

第二天，易宁没有吃早餐，骑着单车
上班去了。他决心一定要去找局长提一下换
岗位的事。

上班铃响了三分钟以后，局长进来了，
易宁给自己打足了气，走到局长室门口，轻
敲两下。

“局…局…局长，我想调…调动…”
“你想调动？调到哪里去？”局长在看

文件，头也不抬。
“我…我…想换…换岗位。”易宁的背

心全湿了。
“你适合干什么呢？我们这个单位都是

要与别人交流的，你看你合适吗，啊？还
是安心本职工作吧。”

一个副局长进来了，局长说：“去吧，
安心工作，我们要开会了。”

易宁走了出来，走到走廊上，记起锁
匙放在局长室了，又去拿，听到局长与副
局在笑：“他说他想调，你说他能做啥？哈
哈。”

易宁在门口站了好久才进去取锁匙。
当晚，易宁没有做饭，任老婆怎么骂

都没有做，也没有吃。黄昏，他去了菜园子
上散步，在菜土缝隙隅隅独行，风拂起他
的乱发。

一只花蝴蝶从他面前飞过，绕着他的
头转了一圈，落到了对面的菜叶上，易宁突
生一种欣喜，他走到那棵白菜前蹲下身来，

他想与蝴蝶呆一会儿，想与她说说话，她
不会骂他，也不会嘲笑他。

当晚，易宁没有失眠，他想着蝴蝶安
静地睡着了。第二天晚饭后，他又去了菜园，
找遍了菜地也没有找到花蝴蝶。

晚上不知为什么事，又被老婆骂了一
顿，当晚又失眠，头很痛，早上还是按时
起来，买菜，做早餐，骑着单车上班。半
路上，天空下起了小雨，易宁加快了速度。
马路上，一片黄叶被秋风摘落下来，寂寞
地空中旋转，易宁看到它变成了一只美丽的
花蝴蝶，慢慢落到地上，一辆卡车飞驰而
来，就要压上她，易宁不顾一切骑着单车
冲上去，他想救她。

卡车发出了凄厉的刹车声…
易宁的尸体送到了殡仪馆，前去吊唁

的同事说；“多好的一个人，默默无言地工
作，任劳任怨，从不向组织提要求，原则
性又强。”

“现在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他不在了，谁能把档案管理得那么好，

又能保障不让人开后门？”
大家忽然发现，他们失去了一个最难

得的好同志，局长在致悼词时竟然落泪了。
他的老婆，抱着他的尸体久久不肯松

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像你这样对
我好？…”

文 /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G1109
班  陈昕怡

犬类之感情丰富，令人敬佩，发人深思。
之所以开篇称“犬”，皆出于内心深处对这
一神圣物种的无限崇敬。

（一）因为你，我们一起走
2011年 3月海啸时，小狗巴布提前感

到了异样，一阵猛吠。正在此时，收音机
里拉响了海啸警报。巴布沉着冷静，一路
领着83岁的主人赤召多美婆婆向高处逃生。
巴布的速度如一阵风，却时刻注意身后的
主人，婆婆跟上了，巴布向前冲，婆婆没跟上，
巴布便等着。如此反复，刚到达避难所的
婆婆回头一看，老屋顷刻间轰然倒塌。

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没有人听到马
路上一只被撞伤的小狗在痛苦喘息，除了它
的同伴——另一只小黑狗。小黑狗面对车
流没有丝毫畏惧，它静静守护着同伴，直到
它咽下最后一口气也不曾离去。到最后才跟
着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黯然离去。这样
感人的事，总在狗儿们身上上演。

无论对同伴还是对主人，无论多么艰
险的处境，狗从来不会退缩。它们固执地
认定你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悲欢离
合，我们一同面对。

（二）你不仁，我却不会不义
十岁的家犬阿黄老了，无法担起看家的

重任。狠心的主人欲杀之烹狗肉宴请宾客。
阿黄年老力衰，心里却明镜似的，怎会不了
解主人的脾性？阿黄望了望寒光冽冽的屠刀，
眼里流下无限热泪。是不舍，是无奈，却
无丝毫责备。

正在此时，阿黄做出了令无数网民“泪
奔”的举动，它如人一般，走到院中央，做
出了“跪”的姿势，前爪合十，一拜再拜。
没有铁链，没有栅栏，阿黄没有任何逃跑
的意思，只求主人能从心底原谅它。眼里
蓄满的全是哀求，主人是个农人，不理会
犬类的感情，“畜牲懂什么！”骂道。后来
好心人出钱买走了狗，谁知在送去救助站的
路上它一次次逃回来。跑回来，主人打走，
再回再打，重复了无数次后，阿黄认命。在
救助所安了家，只是主人后院树木里，白天
多了个守望者。阿黄不再回家，只愿每天远
远看着主人。

也许有人不满主人的薄情寡义，痛斥
之。可千万别让阿黄知道了。在它的眼中，
主人任何决定都是神圣的，哪怕是要它付出
生命。天下所有的狗，不论国度，不论种族，
不变的皆是忠诚与爱。

（三）我爱你，永恒如天上的星星
了解忠犬的人，听说过义犬格莱特否？

格莱特的故事绝对真实，真实得让人不可
思议。

十七岁的格莱特太老了，作为救助犬的
它，陪伴双腿残疾的主人走过了近十个年
头。它用残存的气息不断嚎叫，仿佛有话
要说。主人请来了最好的狗语师，翻译格
莱特要说的话。原来它希望请另一只狗照顾
主人。短短一刻钟的视频，在全球夺得了
两亿多点击率，网友们泣之哀之，泪葬格莱
特。

狗狗放心不下主人，恨不能再多照顾主
人。也有主人先离开狗狗溘然长逝的，汶
川地震中，无数小狗尚在主人尸骨边，静
静陪着主人，甚至直到自己也饿得气息奄奄。

精明的人类呀，你可曾嫌隙自己的家不
够敞亮？可曾为自己的吃穿用度不够潮而烦
恼？就算历经再多波折，你能保证自己能如
狗儿一样每天开心地蹦蹦跳跳吗？我们智商
高、聪明，可在德行品格方面，就真比得上
狗儿们吗？悲伤、难过、羞恼时；不忠、忤
逆、邪恶时，且想一想这些四足的小生灵：
犬类朋友们。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若
离我弃我，我仍生死相依。

更 多 精 彩 博 文 请 见 http://bbs.
fengone.com/

■在线作文■

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博文欣赏■

没有人是为了爱你而来到这个世界
文 / 卡玛
午夜一点，飞机降落在机场，茶玫拉

着行李箱跟着人群排长队等出租车。其实
下午姜山就打过电话给她，问她飞机降落
的时间，好去接她，可是茶玫拒绝了：等
我到了得多晚了，我打车回来很方便，何必
你费劲巴拉来接？

这要搁以前，茶玫可不会这么通情达
理，单说接机这件事，茶玫就不止一次和
姜山闹过别扭，为姜山总是弄错她到达的
时间，害得她干等了一个多小时；为他看
见她表现不够热烈亲密，连个拥抱都那么
牵强；为他不懂浪漫，小别重逢连束鲜花
都没送……

更别提生活中那些无处不在的鸡毛蒜
皮磕磕碰碰：为他总是忘记她的生日，为
他出国却没给她带礼物，为他好不容易休
息宁可和朋友下棋也不肯陪她逛街，为他
知道她得了重感冒还在公司加班至深夜……
为了这些，茶玫和姜山吵过闹过哭过也嚷
嚷过离婚，可是收效甚微。

直到那次茶玫差点儿遭遇牢狱之灾。
茶玫是一家婚恋网站的运营总监，网站经

常莫名其妙地被黑，大家私下里都认为是
竞争对手干的，又苦于找不到证据。对于
这种不正当竞争，茶玫感到很无奈，只得向
网站的技术主管施压。她没想到的是，技
术主管想出的方法是：请了两位黑客，也
黑了竞争对手的网站。

对方因此遭受将近几十万元的损失，
报警，黑客被抓，供出背后指使者，也就
是网站的技术主管，技术主管被拘押。为
了给自己脱罪，供出是受网站领导的授意
才去找黑客的，这个领导就是茶玫。于是，
茶玫受牵连，也被送进了看守所。

眼看茶玫面临无妄之灾，姜山在第一
时间花重金为她请了律师，又放下自己手头
所有工作，全力以赴帮她寻找有利证据。

最终在多方协调下，姜山答应赔偿竞
争对手的所有损失，茶玫才得以无罪释放。
看守所门口，看着来接自己整整瘦了一圈的
姜山，茶玫打趣：好啊，原来眼看着我就
要蹲大狱了，你才会在乎我才肯对我好一点！

似乎也真的是这样，一待茶玫化险为
夷，姜山又恢复原样了。但有变化的是茶玫。

她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个男人就

是这样，他不是不爱我，但他的爱达不到
我希望达到的那个程度，他不可能时时刻
刻把我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让我感受到他
的爱宠，但只要我一有困难，他就会不顾
一切地伸出手拉我一把。

可是，这样也就够意思了，还能再要
求什么呢？茶玫想：这个叫姜山的男人并不
只是为了爱我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有他的
梦想要实现，有他的才能要施展，有他的
责任要担当，有他的朋友要相聚……

而同样，茶玫也想：我也不只是为了爱
一个叫姜山的男人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
有那么多的事情想做——喜欢旅行，可以
到处走走看看；喜欢美食，可以约几个闺
蜜吃遍京城知名不知名的餐厅；喜欢服装
设计，可以报个培训班去学……

没有人是为了爱你而来到这个世
界——即使亲如夫妻，你们也是各自独立
而不同的生命个体。你们结伴走人生这条
路，日头晴好的时候，各走各的遥相呼应，
风雨来袭的时候，出现在对方身边，递把伞、
搭把手，一桩婚姻的意义，就在于此，也
只能在于此吧。

《诗经》里的小“流氓”
文 / 微笑的草
 一个名人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恋爱都是耍流氓。也有人引申说，除了相亲
节目里的恋爱，其他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

如果真这样，那我觉得，那《诗经》
里的“流氓”就多了去了。

一号“流氓”当数那个叫做“氓”的家伙。
“氓之嗤嗤，抱布贸丝。”在繁华的集市，

他看上了一个美女，神魂颠倒了。找个借
口和美女搭讪呀，他嬉皮笑脸地来了。“匪
来贸丝，来即我谋。”美女多么聪慧，知道
他不是什么好鸟。但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美女到底还是上了他的贼船。

二号小“流氓”藏在《关雎》里。他
喜欢一个采荇菜的女孩。“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唱的是“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进行才艺表演。他会唱歌，会弹琴，会鼓
瑟，辛辛苦苦为女孩搞了一个又一个专场
音乐会，把全部的才能表现出来，展示最
美丽的诱惑。

三号流氓属于《将仲子》里的小二哥。
他深更半夜翻墙越屋的到人家去，把女孩
子吓得不轻。女孩子怕风言风语，一遍遍
地说“小二哥呀，不能玩”，但是女孩子不
讨厌他，否则她早就报警叫醒她的爸爸妈
妈哥哥嫂嫂了。

说到底这些小“流氓”没有犯法，孔
子也说那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成“小
流氓”，就有其可爱的一面。其实要做个

《诗经》里的小“流氓”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靠的是真才实学，才艺展示是他们最基本
的手段，如孔雀开屏、蝴蝶展翅。

现代社会如此发达，小“流氓”的手
段反而拙劣多了：比如看中了采荇菜的美女
的“流氓”，他也许会先给美女一个劳模的
称号，大会小会表扬她，单位的各种优秀
先尽着她，没事就找她到办公室谈谈：“小
马呀，好好努力，我们考虑给你入党提干。”
这样搞定一个女人，轻松愉快和谐。那个
小二哥呢，先送一幢别墅给美女的娘老子
住住，再送一辆奔驰给美女的哥哥玩玩，
还有必要深更半夜爬墙头吗？直接从大门
登堂入室，只怕还有人夹道欢迎呢。这也
就从另一角度说明：现代有些美女的品位
也不咋的！

像《诗经》里那样耍“流氓”，如今有
几个男人会？

秋天的蝴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