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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芊站在虹桥火车站的高铁出站口，左

顾右盼地朝出口这边的人流在望，通话中的

手机是周丽的声音：“是靠近北广场的口子

吧，我刚刚从高铁前车厢出来，是3号口没

错吧？……”

随着匝道口刷卡出来的人流像汹涌澎

湃的海，猛不丁地就一个大浪砸过来！刚刚

又有一班高铁到站了，数百人计的男男女

女，赶集似地扑过来，闸门在出闸扫码中不

时“嘀嘀嘀”地响起，他们匆匆从苏芊的身边

走过，其中没有周丽。

这就是大上海。在大上海，每一分每一

秒都有人走出去，又都会有人走回来，这是

大上海的“魅力”，还是别的什么？

很多时候，苏芊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在

摇摆，这上海真的值得这么多人到来，并且

留下吗？思忖间，隐约听到有人叫唤，从手

机里，还是从别的哪个方向？

苏芊呈360度角全方位无死角的视线扫

过去，终于在一个角落看到了浅笑盈盈的周

丽。是的，一定是周丽，哪怕戴着口罩，苏芊还

是毫不犹豫地认出了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

让他时时牵挂又不敢牵挂的女孩。当然，现

在也不能再叫女孩了。但周丽最美丽的影

像，永远篆刻在苏芊的内心最深处，刻骨铭心！

毕业二十年了，还是第一次，苏芊有机

会与周丽单独见面。

哎，怎么了？

周丽的声音，把苏芊一下子唤醒了。

走，我带你逛逛，看看这个不一样的虹

桥火车站……

苏芊稍恢复自然，才有心思打量周丽。即

便周丽戴着口罩，但依然难掩她美丽的容颜，

比如她的头发。读书时周丽是一头齐耳短发，

虽然周丽坐在苏芊后面，但苏芊背上像生了一

双眼睛，将她看得清清楚楚。周丽美丽的脸

庞，周丽白皙的肤色，周丽不胖不瘦的身材等

等，记忆潮水一样涌来。苏芊看到的是现在

的周丽，但和过去的周丽又有什么差别呢？

穿过一条并不长的廊道，走到了一个地

下大通道里，一左一右一中三个方向，比起

多年前看过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似乎

又多了个选择。周丽犹豫哪个方向时，苏芊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像读书时拍她那样轻

柔，说，往这边走。

他们到了啤酒吧。苏芊说，这里的德国

啤酒特别好喝。周丽没拒绝。两大罐德国

啤酒，两份牛排西餐，还有一盘烤得香气逼

人的鸡翅膀。周丽喝了一大半德国啤酒，苏

芊反而喝了半杯不到。苏芊的头有点晕。

酒量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苏芊看向周

丽，周丽淡淡地笑，说，你喝呀。

苏芊说，喝。苏芊突然起身，一屁股坐

在了周丽的身边。这个时候的餐馆大堂没

旁人，只有不远处的前台坐着一个年轻的男

服务生。苏芊拉住了周丽白皙的手，有点突

如其来的。周丽似乎愣了一下，手没有挣

开，任由苏芊又搂住了她。

这个动作，距离他们上学的时间，刚好

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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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章鱼的电话，苏芊还是意外的。这

些年，老同学章鱼混得一般般。章鱼给人打

过工，又自己开过公司，待过上海，又待过别

处。可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上海。

苏芊说，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太阳

从西边出来了。更多的时候，都是苏芊给章

鱼打电话，然后章鱼总说忙忙忙，晚点我给

你回电啊。可这个晚点，就像掉进了汪洋大

海没有了动静。

章鱼说，怎么，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苏芊说，当然可以，说你的正事吧。

这些年，同学关系最铁的也就是他们俩

了，其他人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这个程度。

章鱼说，你还记得我那个同桌吗？

苏芊说，于海龙？

章鱼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于海龙欠了

一屁股的赌债。据说那个叫什么牌，一打就

上瘾，赢钱快，输起来也快，一晚上几十上百万

都可以输掉。好像说，于海龙输了好几百万。

苏芊沉吟了下。他和于海龙接触不多，

但在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打过

几次交道，有点痞子气，却又很讲义气的一

个人。后来工作了几年，就自己去单干了。

据说干得不好不坏，但比一般的上班族总归

赚得多一些。

苏芊说，于海龙找你了？

章鱼说，是的，还是你聪明。

苏芊说，那你借给他吗？

章鱼说，我要借，也没钱借呀。

隔一天，电话响了。是个陌生电话。苏

芊看了这个号码有好几秒，还是接起了电话。

是我，于海龙。

有事？老同学。

我最近手头有点困难，想找你借点钱周

转一下。

你要多少？

这个，30 万，不是，50 万。你看方便

吗？我很快，最多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也行，

我就把钱还你。

行，我盘一下钱，到时怎么给你？

我把卡号发你。你尽快给我，好吧？谢

谢了。

电话挂了。苏芊愣神了好一会儿。看

来章鱼说的是没错了。苏芊想给章鱼打个

电话，又放了下来。

望着窗台外一望无际的旷野，很正常地

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画面也一下子

切到了读书的时候。于海龙似乎天生与读

书没多大关联，却很有女人缘。究其原因，

主要是于海龙热心，又能说会道，班上的女

生但凡有什么事情，喊一下于海龙，于海龙

立马像阵风般地冲到了她的面前，保质保量

地完成交办的任务。

这些其实都不是苏芊关注的重点。苏

芊真正关注的还是周丽，这就很自然地又不

得不被于海龙影响到。

周丽和于海龙，竟然幼儿园、小学、初中

都是同一个学校，一个班。于海龙还大庭广

众下说，我和周丽一个大院长大的，她住前

院，我住后院，不说别的，就连周丽穿开裆裤

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都能看个真切。

这话，瞬时让周丽的脸涨到通红，以为

周丽会恼，哪怕是朝于海龙吼上几声。谁知

道，周丽只是瞪了于海龙一眼，说，你是不是

吃饱饭没事干啊，小心我晚上给你爸说！于

海龙马上朝周丽作揖，说，别呀，我以后再不

胡乱说了，我保证！还顺势地举起了手，在

周丽面前作了个揖，很快又一阵风般地跑出

去，边跑还边说，你害啥羞啊，将来你是要给

我做媳妇的，有啥不好意思的嘛……

后来，周丽居然还真嫁给了于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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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芊把 50 万借给于海龙的第二天，周

丽的电话接踵而来，说，你不该把钱借给于

海龙。苏芊说，我想帮你。周丽说，我要和

于海龙离婚了，你这么做没有意义的，只会

让你的钱打水漂。这些年，我无数次地想要

拯救这个赌徒，但也是到今天才发现，我是

不可能救他的。苏芊说，没事，钱是身外物。

挂掉电话，苏芊还在想着，那个时候，自

己与于海龙之间，到底是输了哪里？为什么

最终和周丽结婚的，不是他而是于海龙？

那晚，周丽和她的几个室友，一起到了

苏芊工作的桃浦镇上。那时位于普陀、宝

山、嘉定三区交界的桃浦镇还是比较破落

的，就像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苏芊一样的局

促和不安。

华灯初上，站台前一辆公交车停下，第

一个下车的就是周丽，紧随着是她的室友

们。昏暗的路灯下，苏芊看着走下来的周丽，

突然有种不自然的慌乱。这个慌乱，一如读

书时候，苏芊走回座位上，总会看一眼坐在身

后的周丽。如果周丽是低着头的，苏芊会多

看几眼。如果周丽是抬着头的，苏芊会快速

地将眼神转过，装作不经意地坐回座位上，但

“嘭嘭嘭”剧烈跳动的心，那是无法控制的。

正想着，周丽已经到了面前，说，在想什

么呢？苏芊说，哦哦，对不起，我们去吃饭吧。

一家自助火锅店，是苏芊找了好久找到

的。当不知道该点什么时，吃自助是最方便

的。这也和苏芊的偷懒性格有点关系。一

张大圆桌，苏芊和周丽相邻而坐，周丽和室

友们拿完调料回来，苏芊也去拿了。回来的

时候，桌子中央的锅里已经沸腾起来了，雾

气弥漫。周丽她们把羊肉卷放进了水里，又

很快用筷子搛了上来，放在调味酱里，搅拌

搅拌就往嘴巴里放。

苏芊说，周丽……

周丽转过头，说，嗯？

苏芊说，你上班忙吗？

周丽说，还好。

苏芊说，我好几次找你都没找到。

周丽说，可能刚好走开吧。

突然地，苏芊发觉自己说不到重点，周

丽的那几个室友都在吭哧吭哧地吃，热气腾

腾弥漫开的水汽，似要把苏芊也都笼罩住

了。原本想好的好多好多话，都跑到了九霄

云外。苏芊的心头变得局促，变得慌乱，变

得手足无措。

苏芊说，周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激动，苏芊伸出去的

手一动，倒的满满的一杯可乐瞬时倾倒，黑

色的可乐快速流动，在浸湿桌子的同时，也

浸湿到了周丽的衣服和裤子上。苏芊赶紧

起身，说，对不起，对不起。仓促之间去找纸

巾，一时又没找到。周丽的室友拿出了纸

巾，又说，可乐是甜的，要黏身上的，去卫生

间洗洗吧。她们起身，往卫生间去。苏芊还

愣在那里，又不能跟去女卫生间，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有些找不到方向了。

周丽回来时，脸上没什么表情。她的几

个室友都面色凝重，也都没说话。这让苏芊

局促不安的表情，更显慌乱了。原本，苏芊

就并不懂得如何处理这种事情，对于如何讨

好女孩子，特别是高难度的危机化解，都是

毫无任何经验。

像是一个分水岭，火锅再吃下去也索然

无味了，哪怕有那装得满满的酱料。像一场

原本该精彩的电影，慢慢地变得沉寂，最后

到了冰点。

走出火锅店。周丽坐公交 71 路，说去

亲戚家住。室友们坐别的公交车走。苏芊

跟在周丽的身后，说，我送你。周丽说，不

用。车子来了，苏芊又说，我送你。周丽又

说，不用。车门打开了，面色冷峻的周丽上

了车，只淡淡地说了句，再见。苏芊说，再

见。一脸绝望的苏芊站着，车子摇摇晃晃地

在夜色中开走了。有一片悬铃木的树叶缓

缓地从树上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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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后，你为什么就不和我联系了？

你不是也没和我联系吗？

苏芊看向周丽，周丽刚好也在看他。两

个人的眼神似有了碰撞。空气稍有一些的

紧张，或者说尴尬的气氛。

我当时听说，有好几个男的在追你，其

中有一个，是做那个什么的，传得有鼻子有

眼。你们来那一次，我更多理解是在考察，

几个追求的人，你的后援团一起过来考察下

看谁更适合你嫁，是这样的吗？苏芊说。

有短暂的停顿，时间也像是停顿了下来。

如果我说，当时我们来，本来就是选择

了你，你信吗？但你后来没再联系我，家里也

给我介绍了几个人，最后说到了于海龙……

其实我很不理解，当时我要送你，为什

么不要我送？还一再地拒绝我，我更理解这

种拒绝，就是你对我追求你的拒绝，对我们

未来划句号的拒绝。我真是不明白，你当时

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哪怕我不联系

你，你也可以联系我呀。

现在讲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似看到了一场激烈、热血沸腾的足球比

赛，对方的头号球员使劲往前左突右冲，寻

求一切可打进球网的方式，却又不断地被顶

住，顶住，再顶住。头号球员拼到精疲力尽，

对方守门员也是累得不行的时候，旁侧一个

刚上场、水平一般的替补球员稍稍把球一

带，球缓缓地入网了。

苏芊叹了口气。

那时我看你，就像看楼上和楼下的人，

雾里看花般地，想看，也非常想要懂你内心

的想法，却又永远看不透，看不真切。

你现在不是也很好。

我好有什么用，我想着是你要过得好，哪

怕是我给不了你幸福，我也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苏芊的眼睛里带着光，罩在周丽的脸

上，他们头顶亮晃晃的阳光，暖暖地晒在他

们的身上。他们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一

楼的健身房外，健身房里，一个在跑步机上

加速跑步的胖女人，正对着他们，眼睛一眨

不眨地看着他们。

左侧100多米处是一家酒店，苏芊的脑

海里刚跳出一个想法，突如其来的电话声生

生地打断了他。电话接起，是章鱼的声音，

你在和周丽一起？他是千里眼吗？苏芊愣

了一下，说，你说什么？章鱼说，你是不是和

周丽在一起？苏芊说，怎么说？说话的时

候，苏芊还看了眼周丽。章鱼早已明白了，

说，我只能和你说，于海龙这个人不能沾，因

为于海龙，周丽你也不能沾。周丽站在苏芊

边侧，一二步的距离，苏芊不知道周丽能不

能听出章鱼的声音。苏芊朝周丽做了个他

要打电话的手势，距离拉开到了四五步远。

苏芊说，章鱼，你可以说了。

章鱼说，你还记得我那个女朋友，不是，是

未婚妻陈梅被我知道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后，

我的反应吗？我那个时候都要疯了！我连自

杀的心都有，那个时候就认准了陈梅是我的老

婆，而我的这个老婆，居然和别的男人……

苏芊当然记得，那时他们都刚参加工作

没几年，年轻又气盛。一个晚上，章鱼给他

打电话，喊打喊杀地吼，我要赶过去，杀了那

对狗男女！然后我自杀！当时，章鱼和陈梅

分处两个地方，苏芊又刚好出差在异地。苏

芊说，你冷静些，千万不要冲动呀！章鱼说，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说完就挂了电话。苏

芊连夜打车，从异地赶去陈梅那儿。一路在

催促司机快点开！赶到陈梅那里，已经是半

夜了，好在那天章鱼因为恼怒而走错了路，

在陈梅住所的楼下，苏芊堪堪地拦住了包里

带着刀脸上带着火的章鱼。那个晚上，苏芊

陪章鱼喝酒喝到天亮，两个人都醉得一塌糊

涂，躺了一天一夜。

苏芊说，你想说什么？

章鱼说，不管任何时候，周丽和于海龙

还是夫妻，哪怕他们离婚，他们还是前妻前夫

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女儿，叫他们还是爸妈。

你要和周丽在一起，于海龙一定会找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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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龙的电话打来，苏芊其实并不意

外。早一点晚一点，这个电话肯定会来。

于海龙说，你再给我点钱吧，另外那50

万，我也不准备还了，当然，你可能也不需要

我还了吧？苏芊说，你想说什么？于海龙

说，说什么你还不懂吗？一定要让我说出来

吗？苏芊说，我和周丽只是吃了一顿饭，你

不要想歪了。于海龙说，你这个话说给我

听，你觉得我能信吗？周丽出来了整整一

天，你们吃顿饭花了一天的时间？

苏芊说，你爱信不信！

苏芊挂了电话。

隔着玻璃门，有下属在敲门，苏芊摆了

摆手，示意他可以进来。这个刚招进单位的

年轻小伙子风一样地进来，打开文件夹上的

文件页，指给苏芊看，苏总，这里需要签字，还

有这边——苏芊手上的笔动了动，行云流水

般地签下了他的大名。曾几何时，苏芊从没

想过，自己有一天还能坐在办公室里，被称呼

“总”，还堂而皇之地签字。这时间呀，还是跑得

太快，也让许多事情从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年

轻小伙等苏芊签好了字，说了声，谢谢苏总，又

风一样地跑了出去，又顺势轻轻带上了门。看

着年轻小伙，仿佛也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但

时光是再怎样都回不来了。

一小时后，于海龙坐在苏芊偌大的办公

室里，身后还跟着三个流里流气的男人，一

脸冷笑的表情。苏芊有点不理解，周丽当时

怎么会选择和于海龙这样一个人结婚呢？

窗外的一束光透过窗玻璃洒在茶几上，

于海龙收住了笑，说，苏芊，不，苏总，你们那

个事情呢我也理解，男欢女爱，旧情复燃，藕

断丝连，对吧？但你也不要忘记了，她周丽

还是我老婆，你们俩在一起从法律层面上来

说是违法的。当然，这个我也理解，也完全

可以原谅你们。甚至呢，哪怕是你们俩真想

在一起，我和周丽离婚也是一句话的事情。

不过呢，既然我把老婆都让给你了，那你是

不是也可以在金钱上给我一些补助呢？我

知道你苏总有钱，我的要求呢也不高，我只

要这个数就放手，让你们这对没成对的鸳鸯

以后可以双栖双飞地在一起。

于海龙说着，还伸出了五个手指。

苏芊说，五百万？

于海龙说，对，不多吧？我知道你苏总

有钱，这点钱给你换来一个念念不忘这么多

年的女人，很合算吧？

苏芊冷笑，说，原来在你眼里，老婆都是

可以用来交易，用来买卖的啊！

于海龙还没说话，身后一个男人差点冲

了上去，朝他吼了声，你说什么呢！被于海

龙拦住了。于海龙像没事人一样，还拍了拍

男人的肩膀，说，你怎么和苏总说话呢，苏总

是开玩笑，知道吗？

苏芊说，你们可以离开了，不然我真叫

保安了。透过透明的玻璃门，苏芊的几个下

属都在门外，尤以那个年轻小伙站在前面，只要

苏芊一声令下，他们几个随时都可能冲进来。

苏芊素来对下属们不错，大家也都很服他。

于海龙说，行，那苏总你考虑好给我打

电话，不然我隔几天还会来，下次来，可能动

静还会更大一些。拍了拍手，于海龙和那三

个男人走出了苏芊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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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龙上门来这个事情，苏芊没和章鱼

说。章鱼还是知道了这个事情，还打电话给

苏芊。章鱼说，于海龙来问你要钱？苏芊

说，对。苏芊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章鱼听

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说吧，你和周丽还

是少沾。又说，我来帮你解决吧。苏芊说，

你，怎么解决？章鱼说，我自有我的办法。

晚上，章鱼带了几个人敲了于海龙家的

门。于海龙开门，说，章鱼，你怎么来了？章

鱼说，我来找你。于海龙看到了章鱼身后的

几个人，赶紧要关门。章鱼挡住了，后面的

几个人再一推，门就开了。于海龙变了脸，

说，章鱼，你想要干什么？你不知道你这是

犯法的吗？章鱼说，你也知道犯法，那你还

找苏芊去讹他五百万？于海龙说，那是我和

苏芊的事。这个时候，周丽从一个房间走出

来，看了于海龙一眼，又进去了,还关了房

门。于海龙愣了下，求软似地说，章鱼，咱们

还是同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章鱼说，正

因为我们是同桌，更应该找个地方去好好

说。章鱼上前一把搂住了于海龙的脖颈，

说，走吧，咱们出去聊。

于海龙被章鱼带去了郊区的一处农宅。

本来章鱼是准备一顿打的，打过后，于海龙不

软也得软了。可还没经章鱼打，于海龙就说，

你是为苏芊那个事情来的吧？你放心，我以

后绝对不会再去找苏芊要钱了，一分钱都不

会要了，我发誓。章鱼说，如果发誓有用的话，

还要保证书有什么用。于海龙说，好，我写保

证书，你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好不好？

该写的，该做的，于海龙都毫无二话地

做了。章鱼就把于海龙给放了。

隔一天的早上，有公安就敲了章鱼家的

门，把章鱼带到了派出所。于海龙报警了，

说章鱼带人私闯民宅，把他绑票了。说得有

板有眼，还说章鱼要杀他。

苏芊一听这事急了。去派出所看章鱼，

警方说还在搜集证据阶段，不方便让人看。

苏芊赶紧电话联系于海龙，于海龙打着哈

哈，说，你苏总的电话终于打来了，难得你还

有那么讲运气的兄弟帮你。苏芊说，你到底

想怎么样？于海龙说，很简单，你给我一千

万，这个事就过去了，我也不会告章鱼。一

千万？苏芊说，于海龙你是抢钱啊！于海龙

说，我就是抢钱，怎么样？隔着电话，苏芊都

能想象到于海龙嚣张又得意的表情。

挂掉电话，苏芊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桌子上摆着几份赶紧要签的文件，也没心思

去看了。章鱼这太冲动了，即便是要去解决

事情，也不该把人往别处带啊。这么多年

了，章鱼还那么冲动！

上次章鱼的冲动，还是在读书的时候。

这次，比上次更严重，绑票这个事情要坐实，

是要入狱的。

电话响起来时，响了好几下苏芊才恍然般

去接，是周丽的声音，放心吧，章鱼肯定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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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去派出所作证，于海龙是自愿和章

鱼一起走的，章鱼并没有胁迫他，还有其他

几个男人，都是他们的朋友。

坐在派出所的一个房间里，周丽表情平

淡，将以上的表述讲完。坐在对面的两位警

官一直看着她。其中一位年长些的还问，你

确认吗？周丽说，我确认，我当时在家。年长

些的还想问什么，周丽又说，我还有个料要

爆，于海龙还吸毒，不仅吸毒，他还伙同他人

一起贩毒。两位警官一脸震惊。周丽又徐徐

道来于海龙几次贩毒的细节，非常详细。

几个小时后，于海龙被带走了。

现在，苏芊和章鱼一起走出餐馆，走到

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晚饭后的大上海灯火璀

璨。章鱼开玩笑说，不得不说，能这样自由

自在地走在马路上，也是一种奢侈呀。苏芊

拍拍章鱼的肩膀，点点头说，你受苦了，在里

面没少受罪吧？章鱼说，还好，就是特别想

出去走走，以前还感受不到这自由的快乐。

苏芊说，这次你还是太冲动了，不过，我还是

要感谢你，但是你的这个做法我是极不赞同

的。章鱼说，我闯过了这么多次的危机，要不

是你，上次我可能就已经万劫不复，也不会有

现在的我了。苏芊深深地看了章鱼一眼，明

白他说的是去找未婚妻陈梅那一次。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较偏僻

的地方，这么一个场景，似曾相识。头上的

月亮亮亮的挂在头顶，就像天上有眼睛在看

着他。那一夜，走回出租屋的路，要经过一

条长长的小路，苏芊越想晚饭的尴尬，再想

周丽不让他送和她眼神中的拒绝，反复在脑

海里回荡，懊恼悔恨又无助，难过得都想

哭。谁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了！刚好章鱼

打电话问晚饭的情况，苏芊说了。章鱼说，

怎么会这样，怎么就这样了呢！苏芊说，是

不是，我和周丽完了？章鱼说，不是是不是，

是一定是！苏芊反复喃喃着，疯了一样。一

个多小时后，章鱼打车到了苏芊那里，带了两

瓶酒。两个人坐在路边，就着头上的月光，边

说边喝，边喝边哭。苏芊哭，这是和周丽要划

上句号了，他舍不得，但又有什么办法

呢？……章鱼是感同身受地哭，哭陈梅，当初

的信誓旦旦海誓山盟去哪了，怎么就……

这会儿，两个人也是在月光下，头顶上

的圆月，和多年前一样的圆。他们走过了一

个路口，旁侧是一家闭门的红漫天饭店。曾

几何时，每个晚上这家饭店的门口人来人

往，灯亮得像白昼似的。一个多月前，饭店

说关就关了。就着饭店门口的台阶，苏芊笑

着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小瓶酒，说，再喝点？

章鱼同样笑着，说，好啊。接过酒，拧开瓶

盖。章鱼说，苏芊你说，我们头上的月亮，与

那时的月亮一样吗？苏芊说，一样，又不一

样。章鱼说，你什么时候成哲学家了？苏芊

说，我待会还会成为酒鬼呢。章鱼说，有一

个事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周丽要帮我，而

且还大义灭亲了。苏芊看了他一眼，没说

话。章鱼又说，如果周丽找你，你会怎么

样？苏芊又看了眼头上的圆月，有点答非所

问地说，今晚的月亮，是真的圆。

手上，苏芊的电话响了，显示是周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