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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初中生刘梅走进教室时，心还

“砰砰砰”剧烈地跳个不停。

刘梅的前座，张恒已经坐在了位子上，

笔直的不胖又不瘦的身板，像一条美妙的

弧线，让人不由想多看一眼。张恒是在做

题目吧，这么专注的样子。

刘梅已坐了一二三分钟，嘴里默念了

1、2、3……一直到了180。张恒还是没有回

头。刘梅敲了敲张恒的背。“有什么事吗？”

张恒的眼睛像是看刘梅，又似乎并不在看。

“你，你在做什么作业？”“我在做英

语。”“哦，英语呀。”“你今天是怎么了？怪

怪的。”“怪吗？你，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

样吗？”“没有啊。”“没有吗？”“是啊。”“你，

那你赶紧去做作业吧，快点快点，转过去！”

刘梅无端地恼了，有点没来由，却又似

乎有那么点缘由，但这缘由又是什么？张

恒嘴巴里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转身，

又开始专注地做起作业了。

张恒脑子里在想：“刘梅这是怎么

了，吃错药了？这英语老师也是，布置这

么多的英语作业，还让不让人好好过下

去了……”

刘梅还在发呆，又看了面前的张恒一

眼。“傻瓜，大傻瓜！大呆瓜！大笨瓜！”

刘梅把手往鼻尖闻了闻，又把袖子往

鼻尖闻了闻。香，真的是好香。小姨带回

来的香水这么好闻，但为什么张恒就闻不

出呢？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还是

说，张恒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呢？刘梅的心头，不由一阵的失落。

这个时候，从外面打完篮球，满头大汗

进来的张恒的同桌陆灏天走进来，还没走过

桌子前，突然叫道：“好香呀，是谁洒香水了

吗？”陆灏天像有一个狗鼻子似的，朝着几个

女同学的方向胡乱地嗅，快要嗅过来时，刘梅

突然从桌子前站起了身，说：“胡说八道什么

呢你！”刘梅就朝教室外冲了出去，因为走得

快，有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响起。

这天午后，刘梅匆匆地从车上下来，现

在的私家车太多，停个车也大费周折。今

天，是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

餐馆的一个包间里，摆了两张圆桌，一张

男生坐，一张女生坐。刘梅进去时，刚好看到

张恒坐在女生的那桌，几个女同学围着他，聊

得还挺欢，不时能听到笑声。有女同学看到

刘梅进来，喊了声：“刘梅，快点过来，张恒现

在能耐着呢，他做香水的生意，说咱们身上洒

什么香水，他都能闻出来。刚刚他把孙香梅

和张茜的香水牌子可都猜中了。”说话的是季

晓仙，和刘梅的关系不错。

“你也让张恒闻闻，看是什么香水。”

“我就不了吧。”

“来吧来吧，刘梅，她们几个还不信，我

就让她们见识见识呢，我可是拥有十几年

的从业经验了，这经验可不是盖的哦！”张

恒自信满满。刘梅起码有十几年没见张恒

了，张恒胖了，不再是那时候的美妙弧线

了，就连脸部的轮廓，也没那时候的清晰

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我，还是算了吧。”“刘梅，你来吧，来

吧。”“刘梅……”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喊刘梅

过去。

“我们家刘梅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是从来不用香水的，你们呀，这是存心给张

恒下套啊。”陆灏天进来了，轻轻搂住了刘

梅的腰，说：“我说我停个车让你等我一会

儿，你怎么就自个儿上来了呢？害我找了

半天。”

刘梅说：“你又不是不认识路。”刘梅笑

了，一脸柔情。

“你们俩呀，这亲热劲儿，还是去外面

找个没人的地儿吧，在同学聚会上撒狗粮，

还真有你们的……”同学们起着哄。

陆灏天乐呵呵地，倒没什么。刘梅是

真的跑出去了，外面的风说大不大，不知怎

么地，眼睛里就被吹进了沙子，滚烫的泪水

出来了。

会唱歌的李炜（外四章）
■ 崔立

李炜喜欢唱歌。李炜在小镇上读中学

时，就喜欢唱歌。李炜把歌唱得荡气回肠

的，班上就有许多女生朝他飘眼睛。李炜

假装看不见。当女生邱月的眼睛飘过来

时，李炜就再也无法假装了。

邱月说，李炜，你歌唱得真好。李炜却

说，邱月，你真漂亮。邱月的脸，突然就像

是红透半边天的霞光，美丽动人极了。

后来，李炜和邱月，如许多打工者一

样，来到了上海静安区。据说，上海大都市

到处是黄金，弯个腰，就能从地上捡到钱。

但能捡到钱的，似乎不是李炜，也不是

邱月。他们在静安区找不到更好的地方，

在老乡的介绍下，一起去了一家电子厂，

做的是车间工人的活儿。李炜待了一个

多月就待不住了。李炜说，我受不了这一

排排无言的机器，我，我快要被这声音给弄

傻了！

李炜去做了销售。

在李炜手上，卖出了一批货，但却要不

来钱。李炜天天堵在那家单位门口，保安

拦住不让进。厂里还养着一条凶恶的狼

狗，呼啸着朝他扑过来，把他吓个半死！

邱月拿了一个月工资，拉着李炜去唱

歌。李炜皱着眉，说，不去。邱月说，你忘

了有多久没有唱歌了？李炜没拗过邱月，

终于去了。邱月给李炜点了许多他爱唱的

歌，李炜举着话筒，对着大屏幕，唱得一脸

惆怅，完全没有激情。

李炜后来悄悄买通了厂里的一个人，

那人是他的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格外

亲。老乡给了李炜厂长家里的地址。老乡

再三关照，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李炜说，

放心吧！咱们是老乡呢！

一个晚上，李炜敲开了厂长家的门，

说，厂长，您好。厂长站在门口，屋内还有

孩子的声音。厂长看了李炜半分钟，显然

是认出了他。厂长说，明天，你来厂里取

钱吧。

李炜在做过销售后，又做了房产中介，

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理财顾问。什么能让他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李炜就做什么。但

做了那么多，李炜还像浮萍一样漂泊、流

浪，心始终无法真正地安定下来。

邱月给李炜打来了电话，说，新来的车

间主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呢。李炜脑子

里嗡了一下，这不是要后院起火了吗？李

炜强装镇定，说，那，那你怎么想？邱月扑

哧一下就笑了，说，傻瓜，我电话都打给你

了，这还用我说吗？邱月又说，好久，我没

听到你唱歌了。

李炜说，好。李炜请邱月去唱歌。他

们俩也有些日子，没好好在一起了。李炜

唱得有点心不在焉。李炜在想着事儿呢，

他和邱月在一起也好些年了，但始终没办

法给她一个家，什么时候，能够给邱月一个

完整的家呢？李炜还在想着，上次，还有上

上次，甚至上上上次，邱月给他讲的话儿。

邱月说，李炜，家里都在催我什么时候结婚

了……李炜，咱乡下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女

孩，都结婚了……李炜，我爸妈知道我们俩

在一起，他们没别的要求，只想你能在这里

有一套房，无论大小……李炜，你也知道，

我爸妈这样想，也是希望我能幸福……李

炜……

天气挺不错的一天，邱月报名了一个

市郊的旅行团。邱月说，李炜，一起出去走

走吧，我有事儿和你说。

临出发前，李炜匆匆赶到，连声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邱月没说话，只是看了眼

李炜。

车子开了会儿，在一处地方停下了。

邱月朝李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李

炜说，邱月，你看你看，这里多漂亮——邱

月的话儿，就被堵在了嗓子眼儿。

车子在另一处地方停下了。

邱月朝李炜张了张嘴，又想说什么。

李炜说，邱月，你看你看，今天的天气真好

——邱月的话儿，又被堵在了嗓子眼儿。

车子在又一处地方停下了。

邱月还没来得及张嘴，李炜突然说，邱

月，我给你唱个歌吧。李炜断断续续地唱，

唱得旅行团的人都围了过来，看他，也听他

唱歌。李炜唱着唱着，唱不下去了，邱月的

脸上早已布满了泪花。

李炜说，是真的吗？你准备嫁个本地

男人？我都听工友们说了。

邱月点点头，说，李炜，我——

李炜说，我祝福你们。

李炜继续在唱，唱到了嗓子沙哑，还在唱。

刘梅说，这个秋天，我带珊珊去庐山，

钱还缺一点，生活费你尽快给我吧。

刘梅是我的前妻，珊珊是我们5岁的女

儿。刘梅说的，是我每个月给珊珊的抚养

费。我们离婚两年了。

我说，好，我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

桌上有一份材料，是下属小赵刚刚送

来的。我看了个开头，心头就有了火，再看

下去，火越烧越旺。我拿起电话，拨了个分

机号，小赵，你过来下！

小赵来了，拿着材料，低着头出去了。

我心头的火，还没消散。

我在想刘梅，也在想珊珊，有日子没见

珊珊了，高了还是胖了？估计又和我生分

一些了吧。结婚后，刘梅一直说，我们出去

走走？我说，好啊。我的好，是空头支

票。太忙了，不要说出去玩了，天天加班

甚至好几天都不回家，我要的，竟然是刘

梅的理解。

刘梅不理解。我和刘梅就离婚了。

我给刘梅的卡里打了生活费，还多打

了一千块。

我给刘梅打了个电话，说，钱打好了。

刘梅说，好。

一时沉默，刘梅是要挂电话的反应。

我赶紧说，你们什么时间去庐山？

刘梅说，你要干什么？调查吗？

我讪讪然地说，没有，就是问问，问问吧。

刘梅说，10月21日，去一周。

电话挂了，我坐在办公桌前，发了一会

儿呆。庐山上，有我们公司的一个分部。

这期间，小赵拿着改好的材料，小心翼翼地

敲门进来了。

小赵还站在我面前，战战兢兢的表情。

我看出了小赵修改这个材料的努力。

我说，小赵，大框架我看差不多了，具

体细化的内容，你再深化一下。

小赵点着头，说，好的李总，好的……

10月21日，一大早，我踏上了去往庐山

的行程。小赵，还有办公室的小宋陪同一起。

我们的车，是中午到的。

分部的负责人大李，副手大姜几个人，

早早地候在了那里，他为我们准备了丰盛

的午餐。那个分部，在离山顶一公里左右

的位置，由两个三层楼房组成，每层各有3

间房，用来接待。

午餐还安排了酒。我说，酒就不喝了

吧，吃好饭，我们聊聊工作。大李大姜见我

坚持，也就没再劝。

饭后，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拿着一

堆材料进了房。我不停地看着手机。手机

时不时地响起，但不是我想接的电话，三两

句间，就挂了。

我一直在看材料，眼睛不时地掠过手

机屏幕。

刘梅他们是坐长途车，跟着旅行团来

的庐山，先到婺源，再到庐山。应是下午

到。同行4个人，刘梅和她的两个女同事，

还有珊珊。

一直到晚上，电话也没响。

我等了一晚上，又等了一天。

这期间，我就材料的情况，和大李大姜

做了交流，小赵小宋旁听。

第三天上午，我在分部的院子里走来

走去，山上的树木稀稀拉拉的，墙角是数

不尽的青苔，青苔把屋后拉成了一条长长

的绿。

刘梅给我打电话，没有任何停顿，就接了。

刘梅说，快到山顶来，接珊珊，珊珊跑

不动了。

我说，好。

挂掉电话，我脑子里闪过一丝疑问，刘

梅怎么知道我在庐山上呢？

大姜已启动了一台越野车，我坐后

排。车子如离弦的箭，向山上冲去。开出

去没几分钟，我在路边看到了刘梅她们，还

有背着个小书包的珊珊。

珊珊上了车。刘梅说，珊珊交给你了，

我们再走走。

我想说什么，嘴巴吐出来，说，好。

我陪着珊珊吃了个午饭。

珊珊高了，不胖，见了我，没有想象中

的生分，快乐地叫着，爸爸，爸爸。这令我

特别欣喜，毕竟是有我血脉的孩子呀。

下午，我和珊珊说，给妈妈打个电话，

让妈妈来这儿吧，这儿宽敞，也有地方住。

珊珊很听话，给刘梅打了电话。

刘梅她们到的时候，刚好晚饭。

大李大姜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还

准备了酒。我看着酒，想说，酒不喝了吧。

刘梅却径直站起来身，拿起了酒。

我喝了一点酒。刘梅也喝了一点酒。

刘梅原本是不喝酒的，怎么就喝酒

了呢？

我看着刘梅，面容憔悴了，也老了，两

年的变化很大，以前的刘梅，年轻，美丽，充

满青春气息。

这两年，我是一个人。

这两年，刘梅也是一个人。

吃完饭，刘梅的两个女性朋友，带着珊

珊去休息了。早就给她们安排好了客房。

大李大姜，小赵小宋他们很自觉地离开了。

刘梅站在院子前，摇摇晃晃地，吐着一

口酒气，天已经黑了，天上闪烁着的星星照

亮我们。刘梅在胡言乱语说着什么。

我站在刘梅的身旁。

我想在刘梅跌倒时扶一下她。

我想看到年轻容光焕发的刘梅。

我在心里说，刘梅，这两年，我一直在

想着你，你是不是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在心里说，刘梅，我们复婚吧。

我听到了身边，有一只猫走过去，轻轻

地“喵“了一声。

庐山行

我这个人，不大会挡酒，又不大会喝酒。

那是一场临时拼凑起的饭局。

远方的一位朋友来上海，给我打电话，

说：“来喝酒？”我刚从下班的地铁上下来，往

家里赶。我说：“现在吗？”朋友说：“对，永业

路88号，给你半小时，赶紧来！”电话挂了。

我的脑子里迅速地动了一下，去？还

是不去？我朝家的方向瞟了一眼，没有灯

光，黑漆漆地，像这12月严寒的冷。

一桌热乎乎的圆桌旁，已经坐了十来

个人，朋友给我留了一个离他有点远的位

置，我们之间像隔了一个天涯海角。

朋友却是笑呵呵地，甚至还朝我意味

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

几分钟后，我身旁的空座旁一阵香风

阵阵，随之椅子被往后拉，一位明眸皓齿

的年轻女孩浅笑嫣然地坐了下来，同时飘

荡起的，是她一头乌黑柔顺的秀发。

朋友嚷嚷着说：“你俩今天迟到了，罚

酒，罚酒三杯！”我愕然，刚想反驳。

年轻女孩倒是豪爽，说：“没问题，我

自罚。”说着，起身拿起了一满杯红酒，一

仰脖，就顺着白皙得像白天鹅般美丽的脖

颈一饮而尽。然后，在服务生倒满后，又

一饮而尽。再是第三杯。

我看呆了，或者说，是看傻了。

朋友，还有其他人呼喊我的声音，说：

“美丽的姑娘都喝完了，该你了！”

我心头一阵苦笑，像年轻女孩那样，

先拿起了一满杯红酒，一饮而尽。在服务

生倒酒的同时，我偷偷看了眼年轻女孩，

神态自若，温文尔雅，压根就看不出她刚

刚一口气喝完了三杯红酒。

那晚，和我预想中的一样，我喝醉

了。据说是醉得一塌糊涂。

这话，是后来年轻女孩和我说的。

我也知道了年轻女孩的名字，叫许凌月。

许凌月不无调皮地告诉我，她来自中

国酒都——仁怀，怕我没听懂，还给我解

释，茅台酒就是咱贵州仁怀的，当然，仁怀

的酒不只有茅台酒。她呀，从小也是在酒

罐子里泡着长大的。

我不知道我当时听到这话惊异的表情。

许凌月说：“你当时的嘴里呀，就像是

被塞了一枚硕大的恐龙蛋。”

说着话儿，许凌月就噗嗤地笑了。

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在急速行驶的高

铁上，从上海虹桥到贵州遵义，封闭的玻

璃内，几乎听不到窗外的杂音，这也很利

于我和许凌月的交流。

“在上海，你快乐吗？”

“当然。似乎看起来，你并不快乐？”

“你喜欢你的家乡仁怀吗？”

“当然喜欢。”

“既然喜欢，你为什么还要来上海发

展呢？”

我们聊了许多。这次，许凌月是回

家，我是休假。

我在仁怀待了五天。

第一天，许凌月带我去了茅台酒厂所

在的茅台镇，也去了茅台中国酒文化城、

中国酒都酱酒文化纪念馆。我笑她，说你

这存心是要把我在酒的福地给灌醉呀。

许凌月也轻轻地笑。

晚上的饭桌上，许凌月给我倒了一满

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满杯酒。

“我一杯，你一杯，好吗？”

“我，我能说不好吗？”

这一晚，我自然是又喝醉了，一觉睡

到了大天亮。在门被“砰砰砰”剧烈的敲

击声中醒来，我去开门，就看到门外微笑

着，像个孩子样儿的许凌月：“太阳都要晒

屁股了！”

我们又去了好几个地方。

盐津河旅游区、霞飞温泉旅游景区、美

酒河巨幅摩崖石刻、赤水河风光、五马河田

原风光、茅台渡口纪念碑、石刻龙建筑群。

许凌月像是要把仁怀所有的景点都

带我走一圈。

这期间，我接了若干个不想接却又不

能不接的电话，很多事情，不是我想逃避

就能逃避得了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回去前的那个晚上，我主动要求喝酒。

我说：“我现在是一个人了，我像经历

了一场相当漫长的战役。”

说完，我就一直在喝酒，我没有看许

凌月的眼睛，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看她的

眼睛，我害怕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什么，或

是没看到什么。

在一个人从贵州遵义回上海虹桥的

高铁上，我还在想着许凌月说过的话。

“有些选择，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定的，

不是说因为我喜欢就可以留下了，或者是

因为不喜欢而离开，对吗？”

刘琴说：“我们出发吧。”

齐峰说：“好。”

凌晨 5 点半，天刚蒙蒙亮，他们的车

就出发了，车灯明晃晃地闪着光。齐峰开

车，刘琴坐在副驾驶座，豆豆坐在后排。

后排宽敞，可以坐，也可以躺。刘琴说：

“豆豆要不要也系个安全带。”齐峰说：

“对，一定系上。”

车子从小区里缓缓地开出去，已经有

遛狗的人走过，朝车里探头探脑地张望，

一个狗的主人叫唤了一声：“齐峰，这么

早，你去哪呢？不用摆摊卖早点了吗？”齐

峰说：“不用，不用，我们出去转转。”

车子转到了马路上。宽敞的马路，足

够让心情也变得更加宽广。以往，齐峰开

车，都是为了进货、送货，今天，是为了游

玩。游玩是多么自由快乐的事儿。刘琴

一直说：“我们要多出去走走，赚了钱为什

么，不就是为了花钱吗？”但刘琴说过这句

话后，很快就象征性地被遗忘了。为什么

遗忘？那么多挤破脑袋来买早点的人晃

了刘琴的眼睛，刘琴一手递早点，一手收

钱，两只嘴巴笑呵呵地怎么也关不住。

车子从城区，到了郊区。

郊区的路显然没有城区的好，有了颠

簸，咯噔咯噔地，车子时不时地像个顽皮

的孩子样翻腾着，翻倒了齐峰，翻倒了刘

琴，都没关系，不能翻倒了豆豆啊。齐峰回

过了头，说：“儿子，儿子你没什么事儿吧？”

豆豆笑眯眯地，没吭声。刘琴说：“儿子没

事，咱儿子可结实着呢。”齐峰说：“对。”齐

峰转过了头，赶紧又去扶那方向盘了。震

动的方向盘，震得齐峰的手掌都红了。

车子在周庄停下来时，刘琴问豆豆：

“要下来吗？”豆豆笑眯眯地点点头。豆豆

下来了。周庄是豆豆一直想要去的地

方。豆豆说：“周庄可好玩了。”豆豆说：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周庄，周庄有屋子，

有水，也有水面上的桥。”豆豆说：“我想要

去周庄。”多数时间，齐峰和刘琴都在忙。

忙着赚钱。一忙，两个人就顾不上豆豆

了，豆豆就打开电视机，一个人坐在沙发

前看电视。有时，中午两个人也没回来。

刘琴就会打来电话，说：“豆豆，冰箱里有

馒头，是昨天晚上我带回来的，你放微波

炉里转热就可以吃了。”豆豆瘦小的身躯

就会站在微波炉前，摁动了按钮。微波炉

就嘟嘟嘟地闪着光转动了起来。

这个时间，齐峰他们已经走进了周庄。

周庄太有名了。

去周庄的人也多。走进周庄的青石板

路上，有几个年轻老外在拍照片，刘琴听不

懂他们在讲什么，只看到他们动作的手势，

还有脸上绽开的微笑。刘琴记得有一天，豆

豆起得特别早，豆豆吵着要和刘琴一起去卖

早点。那个早上，刘琴的摊位上竟然来了一

对年轻男女老外，像一对情侣。老外们看到

了豆豆，似乎特别的兴奋，逗弄着他，嘴里叽

哩哇啦地说了什么，当然，刘琴是听不懂的，

豆豆也是听不懂的。但从他们脸上友好的

笑容里，能猜出个大概来。

走了几步，走到了水桥上。

桥下是河。豆豆在探着头望着河。

刘琴赶紧拉过豆豆，说：“小心，小心，不能

一头栽进了河里，这就危险了。“豆豆笑眯

眯地，赶紧伸回了头。桥上的人很多，他

们挤在人群之中，走下了桥。

周庄逛完后，齐峰开动了车，又去了

锦溪。锦溪离周庄不远，也是一个古镇。

豆豆特别喜欢看旅游频道，看到了周

庄，说喜欢周庄，看到了锦溪，又说喜欢锦

溪……齐峰他们在逛完锦溪后，又去了旁

边的同里，再去了甪直，车子是他们的代

步工具，脚也支撑着他们的行走。

在甪直，刘琴走累了，说：“我们要不

要歇歇？”

时间是下午 4 点多，这一天，他们从

早上出发到现在，快12个小时了。渴了，

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累了，他们

也没有好好休息。

刘琴问豆豆：“累吗？”

豆豆笑眯眯地，摇摇头。

刘琴说：“这孩子——”

他们继续在甪直行走，走啊走，像走

一个走不出的轮回。

夕阳慢慢往下走，他们到了要和甪直

说再见的时间，往回走的一个桥头，刘琴

说：“我们合个影吧。”

刘琴叫过了一个走过的旅行的人。

那是个年轻男人。

年轻男人拿着刘琴的手机，对着他们

说：“看我这边，看我这边的镜头——”

照片拍完了，刘琴说：“谢谢你，谢谢

你给我们三个人拍照。”

年轻男人愣了愣，说：“三个人？”

年轻男人看着齐峰，也看着刘琴，还

看着豆豆。

年轻男人走远了。

刘琴抱住豆豆。

盒子里的豆豆，还在微微笑着。

眼睛红肿的刘琴，眼泪又掉下来了。齐峰

去劝，劝得自己眼泪也下来了。像奔腾的海。

一周多前，豆豆一个人在家里的灶台

上煮面条，锅里的水泼出来了，豆豆也没

发现，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齐峰、

刘琴赶回来时，豆豆已经没了。

旅行的路

我身上的香水味

美酒和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