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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挡了你的车
早晨七点钟急急出门办事袁拿着钥匙走

到车前袁却发现车被挡了袁前面一辆红旗袁后
面一辆奥迪袁把我的车牢牢挡在中央袁进不
得袁退不得袁真是急死人遥

记得头天晚上停车时袁 前后都没有车袁
这两辆车比我回来得晚袁 估计车位不好找袁
车主又不肯动脑袁就随便停了个位置遥 不知
道红旗和奥迪哪一辆回来最晚袁 像这种情
况袁一般都怨最后一辆院你停车时袁怎么不瞻
前顾后袁看看别人有没有出口钥 而且那辆奥
迪车连挡三辆袁三辆车主中袁只是我出来最
早而已遥
正急得团团转袁犹豫是等一等袁还是打

挪车电话时袁 突然看见奥迪车的后玻璃窗
里袁放着一个广告牌袁上面有车主电话号码袁
也算是小惊喜遥 循着号码打过去袁很快有个
男音接听遥 我说师傅你好袁请把你的车动一
下吧钥 他说袁哦哦袁好的袁马上浴

等了十来分钟袁见一个又白又瘦的中年
男子袁一路小跑过来袁老远就挥着手喊袁不好
意思袁不好意思噎噎他的神情袁不仅让我的
火气全消袁还让人感觉挺滑稽袁我一下子笑
起来袁说您好厉害袁一挡三辆遥他朝那三辆车
看看袁又笑着说袁不好意思袁不好意思噎噎他
迅速上车袁把车开离遥谢天谢地袁总算没有一
大早就争吵遥
不过袁车被挡住的情况很多袁为此争吵

的事袁我还没有碰见一例遥 可能因为大家都
有车袁都挡过别人袁也被别人挡住过遥挡住别
人者袁自知理亏袁不敢气壮曰被挡的人袁一开
始虽有些急袁但一看别人一呼而应袁一路小
跑来 野解铃冶袁 怨气有时还会变成抱歉和感
激遥 有一次袁我的车被挡住袁打 114找到车
主遥车主跑过来时袁糊了一脸中药面膜袁像戴
了个面具袁如果是夜里袁会把胆小的吓挺遥她
说院野不好意思袁正在美容院做面膜遥 冶这些
野知错就改冶的袁都是挺不错的人袁她要是不
理我袁我还不是干着急钥浴

还有几次袁是我挡了别人的车袁其实并
不是我挡的袁 就像前面说的红旗和奥迪袁你

搞不清楚哪一辆最后来袁按理说袁最后来的
应该负全责遥一般情况下袁我停车时袁只要看
到人家前面已经有一辆车横着袁就不会停在
人家后面再合围遥 即便如此袁还是会被通知
挪车袁有时候正午睡袁有时正聚精会神写稿袁
突然一个电话问袁你是某某车主吧钥 请你挪
挪车遥每逢此时袁我总是风一样地赶去救场袁
最多申辩一声袁我比那辆车先来遥说也白说袁
人家笑一笑袁说声谢谢就走了遥 大家都急着
办事袁没工夫开仲裁会遥

记得以前袁我们小区只有一辆车袁横着
竖着斜着都挡不住别人袁自然也不会被别人
挡遥但现在车越来越多了袁这档子事常有遥我
小区的门前袁是没划线的小区停车场袁车位
全靠抢袁你回来晚袁自然没有车位遥 车停哪
儿钥 只有跑到远处袁不想跑远袁就要绕楼三
匝袁寻寻觅觅袁千方百计遥

以前挪车袁打 114辗转找车主袁麻烦遥 后
来做广告的人向时而动袁 把广告裁成标牌大
小袁上面是自己广告袁下面打成方格袁方便车
主们在格子里填写电话号码袁号码写好后袁放

在挡风玻璃下面袁这样的广告牌袁保存时间会
比较长袁不会一看就被扔掉遥 车主呢袁停车似
乎不用千方百计了袁 随便一停袁 即使挡了别
人袁一叫就来袁反正我就在不远处袁似乎是野与
人方便袁自己也方便冶袁良心上不会太愧疚遥

那为什么不停地下停车场呢钥到处是高
层袁停车场的车位早满了浴我有一个同学袁前
几年说院野坚决不买车袁不划算袁有急事袁不如
坐出租遥 冶信誓旦旦袁不思其反袁才三五年时
间袁现在就开始筹划买车了袁理由是院野不能
老蹭别人家车坐遥 冶其实真实理由是要要要周
周人都有车袁没车没面子遥

现在也就乡下停车方便遥我老家有许多户
人家袁花十万元买了辆轿车袁怕费油袁不舍得
开要要要天天种地袁 基本上也没有机会出远门袁
车便天天停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袁像展览遥 还
真是展览袁人家老远一看袁咦袁人家有车浴 孩子
多大了钥 该提亲了吧钥 闺女有婆家没钥

所以袁 不要以为所有车都是用来开的遥
有的车袁就是买来放在停车场上的遥 照这样
下去袁乡下的明天袁会不会也出现挡车现象钥

大军有个幸福的烦恼袁那就是在除家以
外的地方呆上一小时以上袁必有老婆的电话
追踪而至袁为此不知道被朋友们嘲笑过多少
回遥 大军觉得很没面子袁可是他修养好袁也知
道老婆这是在乎他袁所以不好发作遥 其实他
根本无须为此烦恼袁没人真正笑话他遥 他身
上不差钱袁聚会买单积极主动袁足以证明他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野妻管严冶遥 大家私下里委
实都很羡慕他袁我们的老婆对我们都没有这
么在乎遥

作为一个结婚十几年的老男人袁 大军何
以有如此持久的魅力钥 时下形容优质男人有
个合成词野潘驴邓小闲冶遥大军长相中下袁绝无
野潘安之貌冶遥是否像驴一样荷尔蒙旺盛钥我们
不得而知袁 不过从他这些年并无婚外绯闻来
看袁野驴冶字也并不成立遥钱多得如同可以自己
造币的邓通钥大军只是个个体小老板袁小康收
入水平而已遥小心翼翼呵护女人袁他好像做到
了袁可是他老婆呵护他更小心翼翼啊浴有大量
空闲时间陪女人钥他显然也不具备袁因为他要
守摊讨生活遥

那么大军究竟有什么好呢钥 仔细分析起
来袁他最大的野好冶就是没什么不好遥他父亲这
边的亲人普遍脾气不好袁 一点小小的争执就
喜欢摔东西遥 小到碗碟袁大到手机袁手边有什
么摔什么袁从不顾及经济损失遥母亲那边的亲
戚野包打听冶尧野大嘴巴冶居多袁喜欢传是非袁常
常引起家庭内部矛盾遥有着这样的遗传基因袁
加之从小成长于这样的家族环境袁 大军身上
居然没有一点此类毛病遥 可见他是个喜欢思
考尧反省尧纠错的人袁有了那些亲人作为背景袁
很容易显出大军的优点袁 他老婆格外珍惜他
并不奇怪遥

相比大军袁我比较容易受环境影响袁好在
童年由爷爷抚养长大遥 爷爷具有上海人少有
的豪爽性格袁待人宽容大度袁和什么样的人都
能相处遥 我老婆这些年常常感谢她素未谋面
的这位爷爷袁说我如果像我家一些人那样袁小
气尧自私尧斤斤计较袁恐怕我们早就离婚了遥我
纠正了她袁如果那样袁当初我们根本走不到结
婚这一步袁说不定现在我还是个老光棍遥

一般草根男人在这个十分现实的社会袁
就像足球场上的弱队袁 不具备攻城拔寨的冲
击力遥要想赢得一点生存发展空间袁只能力求
少犯错误袁比别人毛病少遥野潘驴邓小闲冶类型
的男人袁纵然一身毛病袁很可能也会被宽容遥
一个优点不突出的男人袁 如果好酒好赌或脾
气坏尧心眼小袁那肯定会被扫进渣男堆里遥 我
们青少年时期袁 父母总拿远得没法了解的名
人让我们学袁诸如孔子尧范仲淹尧洛克菲勒尧李
嘉诚噎噎殊不知最应该袁也可以做到的是野减
法冶袁野减冶去家里野遗传冶或流行的那些坏毛
病袁没有了大毛病袁就算野业绩冶一般袁在家起
码能算个家常好男人袁在外不讨人厌遥

二婶是全村女人中最高的那个袁她足
有 1.75米袁健美挺拔袁走路喜欢昂首挺胸袁
更显得高大潇洒遥 不仅如此袁她还是全村
女人中最有学问的袁当年大学以 3分之差
落榜遥

二叔身高 1.63米袁瘦小黑丑袁并且只
上过小学遥不知哪个大胆的媒人撮合到一
块儿遥 很多人预测他们过不到头袁婚后头
两年确实有过磕磕绊绊袁 后来就越过越
好袁越来越恩爱遥

二婶虽然高大袁 但因为从小上学袁没
有接受过农活的锻炼袁 力气没有练出来袁
干活没有力气袁而且也缺少耐性袁害怕持
久战遥 但是农活下来必是抢收抢种袁大家
哪懂八小时工作制呢浴别的妇女个个能干
得很袁和男人各顶半边天袁二婶又不好意
思在分秒必争中临阵脱逃遥 但她毕竟聪
明袁总能想到好点子遥一会儿回家上厕所袁
一会儿口渴了要喝水袁并且还会给二叔捎
一壶来遥 村里人渐渐明白二婶的用心袁二
叔更明白袁但二叔从不揭穿遥 二婶愿意干
就干袁不干他自己干袁白茫茫的秧田里袁常
常只有二叔一人弯腰干活的背影遥

有的男人累了打老婆骂孩子出气袁二
叔从不干这事袁 他小小的个子里有着大丈
夫的气量和包容袁 不管多累不叫苦也不觉
得委屈袁今天干不完明天接着干遥 二叔虽然
不抱怨袁二叔的妈却颇有微词袁背后嘀咕
儿媳妇袁当面对儿媳妇也指桑骂槐遥 二婶虽

然干活不行袁但毕竟受过十几年教育袁表现
得很有涵养袁不顶撞婆婆遥 有时候实在急
了袁就四两拨千斤袁轻轻松松几句话袁就能
把那一天学没上的文盲婆婆搞定遥在这样
的事情上袁 二叔表面从不参与婆媳的战
争袁 对两个女人的鸡毛蒜皮睁只眼闭只
眼袁背后又各自安抚袁倒也没给自己惹上
野我和你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的麻烦冶遥

但是你别以为二叔娶了个漂亮有文
化的老婆自卑袁自愿敬着让着遥其实不然袁
在二婶面前二叔也有脾气袁和二婶发生口
角袁他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袁原则上是
非对错他分得清清楚楚寸步不让袁绝不为
了息事宁人而偃旗息鼓遥二婶的文化在书
本里袁二叔的知识根植在社会中袁他有他
的经验之谈袁如果发现二婶的欠缺和不当
之处袁绝不姑息遥最终能让二婶心服口服袁
时间长了越发敬重他遥

二叔和二婶的袁长短腿之恋袁美女与
野兽的结合遥 他们一起相携赶集看电影袁
没人觉得不般配袁谁亏谁赚遥 二叔霸气老
练袁二婶温柔相从袁对二叔很依恋袁相反觉
得他们取长补短天生一对遥

门当户对袁 男才女貌是外在的东西袁
缺少精神上的平等袁上亿资产的明星也留
不住心爱的女人遥 婚姻还要求不卑不亢袁
自卑的人容易敏感多疑防卫过当袁自负的
人会骄横忽略对方袁 唯有精神上的平等袁
才有婚姻上的平等遥

孙巧慧荫饮食男女

二叔和二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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