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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者 □ 张 炜

不戴任何护具，我要挑战……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微语绸缪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孩子，你为什么要写作
□ 丁小村

天下有情人终成家属 □ 白瑞雪

读书时间
□ 董改正

１
有一个思乡者，他曾经是一个叛逆

者。他最厌恶的就是自己的故乡。除了那
里的一条河流、山脉，其他，特别是具体
到人的声音，他们的眼神，举手投足，都
令他厌恶。于是他离开了，被迫地，自觉
地。反正他离开了。

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时常地怀念它，
带着说不尽的恐惧和厌恶去怀念。他不
允许任何人用不屑的口气去谈论他的故
土。可是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又会领头去
诽谤它。这实在是一种诽谤，因为它的任
何缺点都被他夸大了。他在异地兴致勃
勃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愤懑、
不屑一顾的状态。可是他又自觉不自觉
地寻找那些同在异地的老乡。他试图从
他们相似的乡音中听出一点什么。他试
图寻找共同的厌恶、共同的癖好。

思乡成了一种矛盾交织的状态。大部
分思乡者勉强地爱着故乡，或者说强烈的
思念再加上强烈的排斥。种种往昔的不愉
快、童年的疤痕，都一块儿浮上脑际。

无论故乡有多么贫瘠，他们几乎无
一例外地留恋和憎恶：留恋那里的自然
环境，而憎恶那里的人际关系。原来他们
只是一些地理意义上的思乡者。

２
因为从地理意义上去看，故乡的一

切景观都是神秘之手植下的。那里的河
流、山脉、平原，构成了其它一切的根据
和依托。这就等于说，一个人爱自己的母
亲是不会错的。他不记得自己母亲的丑
陋和其他弱点，只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温
情、她的饲喂、她给予的乳汁。故乡的风
像一双手梳理着他的头发，抻拉着他的
衣襟，这就够了。

一个人实际上一生也不可能从故土
上走出来。他大致是在沿着那样一个同
心圆在不断地徘徊，扩大着自己的视野。
他自以为绕开很远了，真像一个游动无
方、浪迹天涯的人了，可是有一天他蓦然
回首，仍然会发现他还在沿着故乡的那
棵树打转。那是一棵高高的树，影响和庇
护了他童年的树。这树上没有果子，是一
棵不结果子的树。

可它的果实后来却结在他的心里，
而且硕果累累。他不停地摘取了一生，它
还是那么丰硕诱人，挂满枝桠。

３
他只在背后、在一些极不重要的私下

场合才叙说对故土的怨恨：那里恶劣的气
候，特别是坏透了的人情。而在稍微公开
的场合，特别是遇到了同乡，他立刻被唤
醒了深情的怀念，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这都是真实的。每个人都能从故土上
寻到一个最初的爱人：我多么爱她，我多

么想念她。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这样讲。奇
怪的是，每一个诉说这种故事的人都没有
编造。这是为什么？原来，无论是谁都有一
个适时而至的爱情。它可以不成熟，它可
以刚刚萌芽，但它是真实的，它是爱。他会
从爱的回忆中发现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他
极大地被改变了，首先是爱的心情被改变
了，他不得不爱其他的事物。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爱，颜色似乎都已
经变淡了，淡得不如原来。童年的感觉总是
分外强烈，后来的一切场景与其比较起来，
都大大地逊色了。这才是他思乡的根源。

４
他常常设问：离开故乡对于自己的

一生是一种发达还是一种萎缩？是一种
前进还是一种倒退？如果不从那个故地
走出，他能经历这么多、看到这么多，他
能够举一反三地了解这个世界和表述这
个世界吗？他没有这个把握，不能直接予
以肯定和否定。

但他更为确定的是，如果他现在就
回到故土，回到那片童年时滋养了他的
土地上，他一定会在各个方面得到更大
的发展。对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怀疑
过，而且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理由从内到
外地支持着他。

按照这个思路推理下去，他变得对
异地越来越烦燥、越排斥。他开始自觉地
把自己看成属于那片故土的人，因而觉
得自己眼下的确是生活在他乡。他乡，流
浪者寄托身体的地方，是权宜之计，是一
种苟且。这种岁月一定不能太长久，一定
不能。他这样叮嘱自己，下着决心。

５
就带着对异地的极大厌恶，他生活

下去，日复一日地重复。他不得不做令自
己厌恶的一切，收获着大大小小的抱怨
和欣喜。“我总有一天要回去，要走，我为
什么还在这里呢？”他非常不解地问着最
亲近的人，也问着自己。

他发现，最亲近的人也恰恰是最大

的拖累，他热爱的工作和事业也是最大
的拖累。这一切才构成了对他生命的磨
损和延误。“这是一场多么大的误会啊。”
他这样自语。

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设想着打点
行装，从长计议，想像着归去的旅途他会
怎样地欢欣。“最好选择一个春天，万物
复苏的时候，让一切从头开始……”

６
就在各种各样丰富的设计和安排

中，他差不多要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部
路途。这时候他还仍然在做出不甘屈服
的样子。终有一天他明白了：一切都是不
可能的了。

究竟是故乡撇下了他，还是他背弃
了故乡，他也说不明白。他只是知道，一
切都是无情无义的，只有自己对于故乡，
故乡对于自己这个游子，才是实实在在
的一份情感。它沉甸甸的。他在那里没有
了亲人，特别是没有了母亲；可是他们仿
佛一直还在那里张望他，牵挂他。他想起
了一个老词叫“落叶归根”，自己这片落
叶离故乡那棵大树却越来越远了。

他只有在梦中变成一个儿童，在那棵
大树上攀上攀下，嬉戏玩耍。他梦见树梢
上落满了彩色的鸟雀，它们一点也不怕
他。他呼唤它们，它们歪着小脑袋啁啾不
停。这时候他闭着眼睛，不仅想起童年的
乐事，而且还能想起很多令他不愉快的人
和事。他在那儿甚至也有仇人，一个个面
目狰狞和滑稽。奇怪的是，这时候他一点
也不恨他们，倒有些想念他们，想面对面
地和他们叙旧，谈论一点过去的事情。

而对于身边的这个异地他乡，他却
一点也不愿原谅。

是的，在异地，在他乡，他变得越来
越倔犟。而对于故土，对于故乡，他却像
个温驯的大孩子。他拄着拐杖向那个方
向遥望。由于年老昏聩，他不知道遥望的
方向恰恰不是他的故乡；但他心中永远
装着它，他的心中永远也搞不错它。

前几天去淄博录制节目，晚上没事，买
了只烤鸡回酒店，就着酒，撕扒着喝了二两。
同去的一个哥们翻着手机，说网上有段超火
的小视频，一名搏击狂人暴揍了太极高手，
只用了二十五秒的时间。然后，此人把中国
武术骂得一文不值，还要挑战各大门派。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笑话，看了几段
视频之后，确定了这是一个笑话，但一点也
不好笑。

作为外行，我认为，中国传统武术之所
以历史悠久，一定是有用的。不管今天我们
所能看到的是什么，但如果没有用，早就彻
底消失了。比如蹴鞠，最早用于军事训练，
后来沦落成表演项目，看起来虽然花哨，但
慢慢就被自然淘汰。

从这个角度去看，武术和蹴鞠有其相
似的一面。当初的“杀人技”在冷兵器时代
之后退化，变成以强身健体以及娱乐表演
为主要功能的体育项目，也是正常的事。即
使在“侠以武反禁”的年代，武术到了战场，
也多发挥不出用途。戚继光在《纪效新书》
中就说：“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
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
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
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

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
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
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戚继光时代的武术就已经分表演和实
战了。“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
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
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但戚继光并
没有否定武术的功能，他甚至还创了一套

“三十二势长拳”，用做体操锻炼，“拳法似
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
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

其实在更早的唐朝，武术表演也是风
行的。比如杜甫诗中的公孙大娘，就是一名
武术表演家：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
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当时，有精通实战的武林高手，也必定
是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
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
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

但是，不管在何时，那些极具神秘色彩
的门派，其实都只是一种魔术，甚至沦为
cosplay。

在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中，打着传
统文化招摇撞骗的太多，这一点也难免，甚
至不局限于传统文化。就像上世纪八十年

代，很多假冒的“诗人”骗钱骗色，后来，骗
子们假冒过“导演”“华侨”“富二代”“仁波
切”，又开始假冒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了。

今天的格斗狂人要挑战的，其实不是
武术，而是魔术。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引导
着众人把脏水直接泼到中国武术乃至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上，若不是无知者无畏，就
属于别有用心了。

因为，在这个年代，恐怕很少有人真的
相信“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也很少有人相
信“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但这些来自武术
的中国元素确实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一个浪漫的精神世界，比如武侠小说和电
影，即使没有人能在竹林上用轻功飞翔，但

《卧虎藏龙》仍然能让人为之赞叹，远比十
秒钟KO一个“太极高手”要好看。

至于那个被打一脸血的“太极高手”，之
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名堂，而且随随便便就自
创了一个门派，成了掌门。这让我想起《水浒
传》中的郑屠，在被鲁达打死之前，名气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大，所谓“镇关西”的外号，鲁达
从未听说过，但打死“镇关西”之后，鲁达逢人
介绍自己，都要说自己就是三拳打死“镇关
西”的提辖，再也不提“镇关西”只是一个见了
本地的小军官都要陪着笑脸剁馅的屠户。

通过这次大胜，搏击狂人似乎找到了
空前的自信，成为了“挑战控”。我看了一下
他打算挑战的掌门人，除了各大门派，甚至
还有拳击冠军邹市明。且不说邹市明的重
量级别和他差别太大，作为体育竞赛，拳击
规则和自由搏击能是一回事吗？如果打不
过就算输的话，我倒觉得他不妨挑战一下
射击运动员，场面岂不更热血？

得知他下一步还要挑战甄子丹、李连杰
等人，我还建议顺便也挑战一下成龙和洪金
宝，胜算或许更大。或者挑战周星驰，“如来
神掌”真的那么厉害吗？能打得过那么多人？
受他启示，我准备挑战一个更大牌的，此

人集武术各门派为一身，创造了降龙十八掌、
乾坤大挪移、独孤九剑、辟邪剑谱等诸多武
功，堪称一代大师。虽然我一天功夫没有练
过，但我可以和他打一场，不戴任何护具……

这是一个有点好笑的笑话。对武术，或
许我们没有必要敬畏得诚惶诚恐，但绝不
能轻贱得一塌糊涂。

更可怕的是，那些一窝蜂拥上去奉若神
灵的，和一窝蜂跑过去吐唾沫的，都是同一
拨人。他们太容易相信，也太容易不相信，而
且，不管是相信还是不相信，都看上去很决
绝，像是从来没有相信，或者不相信过一样。

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算半个作
家——— 我写作并且发表了很多作
品，可以称为作家；我没有吃这碗
饭，充其量算是个业余作家。

但我的学生绝对不会因为我是
个作家，就都能写一手好作文。他们
有的人照样儿被我划上60分甚至更
低——— 在给作文打分这件事上，我
很残忍，可能是学生眼中的“杀手”。
有一次我和毕业工作了的学生

聚会，其中一个当时特别调皮的家
伙，上来给我敬酒，然后笑嘻嘻地
说：老师，我当时抄了我同桌一篇作
文，你给了她90分，给了我70分。

他同桌是班上的语文学霸：几
乎每次都是最高分，语文考试要想
拿到高分，那作文必须得高分。

我一边跟他碰酒，也笑呵呵
地回答他：我教了你两年，你会用
什么样的语气说话，用什么样的
词语造句，我很熟悉，你不可能在
一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所以
我给你打70分算是比较高的了，
表示对你进步的肯定，但也表示
了怀疑……明白？

在座的学生们都哈哈大笑，
这个调皮的家伙也笑了——— 虽然
他们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但
这会儿全都露出了童心。

而在课堂上，我经常面对学
生们痛苦的表情：这一般是作文
课。

写作文太难了，而且让学生
觉得十分无趣——— 因为他们从小
到大，面临的是一样的教育方式。

他们在写作文时说假话，没
有人觉得这是件严重的道德事
件。

孩子习惯了编造这样的作文：
比如自己生病了，妈妈背着她冒雨
走了二十里路去医院；比如自己捡
了东西没还给别人，妈妈教育自
己，然后带着自己去还给别人……

他们习惯了用一种固定格式
写作：比如因为操劳妈妈的白发又
多了几根（实际上妈妈正在准备生
二胎），比如写同桌一定是笑起来
光滑的脸上有一对漂亮的酒窝（实
际上她脸上长着雀斑而且没有酒
窝），比如长大了要成为建设国家
的人才（实际上爸妈早就准备好了
送他们出国去），比如扫街道的清
洁工是奉献爱心的人（实际上很多
清洁工都为生计所迫）……

孩子们就这样，习惯了扮演
天使——— 在作文里边。天长日久，
他们习惯了这种虚假，从来不会
为自己所写下的语言而心动。

我不喜欢看他们在作文里边
扮演的天使。

有一天又是作文课，我什么
都没拿，走进教室。然后我告诉他
们：今天我们什么都不写。

他们有些傻眼：当时我才当

他们的语文老师，他们习惯性地
拿出作文本，准备写死亡的作文。
没想到我不让他们写。

他们看看我，看看作文本。愣
住了。

然后我说：我想让你们写一
篇作文，但前提是，你想写，你愿
意写。

哪些人可以不写？不想写的，
那就别写了。我不会强迫你们交
作文的，这次作文免交。

我让他们闭上眼睛想想，给
他们二十分钟。想什么？

我说：你就想这个——— 你长
这么大，你经历过的人生中，到底
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瞬间？

闭上眼睛想想，那是发生了什
么样的事，是什么样的情景，都是
什么样的人留在了你的记忆中？

……
然后我坐在讲台上，再没说

什么，也没再看他们。
教室里一片安静。
过了20多分钟，我告诉他们，

如果觉得想到什么，那就写下来
吧。没想到什么，那就继续想，实
在不想做这个的，那就看看别的
什么书吧。

有个女生写了一篇作文，我
至今记忆犹新：

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子，是多
么讨厌爸爸——— 她说她讨厌爸爸
的唠叨，讨厌爸爸的过分关心，总
是顶撞爸爸，而且做什么都对着
干。比如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去学
校，爸爸都要叮咛说路上人多车
多，骑车子要慢点儿，要小心……

她呢，又特别喜欢骑飞车。每
次爸爸一说安全的事儿，她就十分
不耐烦，甚至发脾气。爸爸不放心，
每次都要送她，有一天她恼怒了，
跟爸爸吵了一顿。结果爸爸再也不
敢跟着她送她了，直到有一天……

她当时骑车飞奔过热闹的十
字街口，停下来，无意回头看了一
眼，发现爸爸正站在人丛后边看
着她，因为怕被她发现，爸爸还刻
意躲藏着……

在这堂作文课上，她想起了
那一刻，那么清晰地浮现在自己
眼前。

她发现自己想流泪了，此时
此刻，她想写点什么。

我鼓励学生写作：不是为了
考试的高分，更不是为了当作家。

你为什么需要写作？
只是因为，写作能让你回到

本心，让你重新发现自己。
人不可能总是扮演天使，在

作文中刻意扮演天使，是多么让
人厌憎啊！

你需要的是一颗心：鲜活的，
会感动的。

这就是写作的意义。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
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
集宜春，其机畅也。”读书还分季节，也
只有骨灰级的读书人张潮。他是安徽歙县
人，出身门阀，父亲官至侍郎，自己也做
到翰林院孔目，官虽不大，但悠闲，俸禄
足以自养，所以他能够悠哉闲读。

我上学期间，男生爱金庸，女生爱琼
瑶。课业很繁重，晚上要学习到十一二
点，哪里还有时间读闲书。但是先贤告诉
我：“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于是我们
就使劲挤。中午放学去食堂打饭，有一截
土路，很少行车，于是就看见男女同学腋
下夹饭盒，双手捧书本，脸上或悲或喜，
有时候忽然停下来哈哈大笑，惹得路过的
行人满脸诧异。班上有一个同学，金庸作
品读完了，难受，就把《水浒》《儿女英
雄传》当武侠小说看，他打饭简直就是老
马识途，任脚走，脚自动带他到食堂。一
天打饭时，递过饭盒和饭票，眼盯着书，
说：“一斤熟牛肉，两碗酒。”师傅笑喷
了。

这还不算奇葩，还有一个闻姓同学，
他一边走一边看，径直向前。到下午上
课了，未见他回。老师急了，派人去
找，他正在回来的路上，书已经看完
了，至于饭，当然没打成。班上还有一
位谢同学，不喜语文，却爱看小说。上
课时，竖起语文书当掩体。老师见他面
带微笑，笑道：“谢同学拈花而笑，莫
非闻道了乎？”班上笑轰了，他却不
觉。老师手拿粉笔头，喝道：“着！”
竟中其头，复哄堂大笑，谢惊惶而起，
摸头道：“不料这厮竟使得一手好暗
器！”全班笑喷。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厮不喜语文，却当了作家。

上班后，同宿舍的同事大胡，满脸
络腮胡子，却喜欢纳兰词，每每念到伤心
处，硕大的脸上泪流满面。同事小杜，酷
似《上海滩》里的丁力，只是短小，却喜
欢苏辛词，虽然我们读书时间多在饭后，
并且默认互不打扰，但此人读到激昂处，
必绕室疾走，恨不能拔剑四顾，仰天长
啸。此二子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
里。因为这个氛围，那个时候，真的读了
点书。

对我来说，读书时间必将串起我的一
生。它让我心常欢喜警醒，让我所遇奇
人，使我免于沉沦于俗世庸常。时常想起
瓦屋里的冬夜，那时我才小学，一家人坐
在火桶旁，腿上搭着毛毯，我手捧图书，
读给父母和弟妹听。屋内童声朗朗，屋顶
雪落无声。

几场雨的催促下，山上的花
花朵朵们，心不甘情不愿却又似
乎一夜之间，把舞台让位给绿叶
了。

终于进入5月，终于——— 因为
水星逆行，四月似乎是我最不顺利
的一个月，当然，也可能只是给各
种坏毛病集合爆发的一个借口。

“水逆”影响的不只我一个。
上个月天天在休斯顿参加FRC总
决赛，这个比赛的全称是国际中
学生机器人挑战赛，因为组队的
失利，他们队最终打了酱油。但当
我半夜看他在bilibili兴奋地现场
直播时，还是被震惊了一下：人数
之多，场面之大，尖叫之此起彼
伏，一个机器人赛，弄得跟真人赛
一样一样。

说真的，一开始，我眼中还只
是一个“箱子”，一个简易的“坦
克”？或者一个“铲车”之类，但当
他们灵活地捡球，投球，甚至爬
杆，猴子似的，不知不觉间大脑频
道转换，变成：这个一定是女的，
那个名字也太奇怪了，还有这个，
看起来太“诡计多端”了……各种
的自作多情。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文科生的
“无知”，辛波丝卡有首诗对此有
特别形象的描绘：我何其幸运，/
因为我不是气象学家，/不用知道
云彩如何形成或气流里有什么成
分，/但我却可以用我的眼采集天
边的流云，/放在心里细品那份最
抽象的唯美。

其实，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
生，我们都无法回避，机器人来
了，人工智能改变着这个世界。

不用说那些装配车间的工人
被取代，也不用说无人驾驶汽车
在硅谷101高速公路上穿梭，或是
自己停靠到旧金山大街上，这些
早已不足为奇。

因为机器人“大举入侵”，也
许有一天，90%的记者都会失业！
不 是 危 言 耸 听 ，美 国 的
NarrativeScience公司，结合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利用软件开发的
模板、框架和算法，瞬间撰写出上
百万篇报道，《福布斯》杂志都已
经成为他们的客户。

还有机器人写作，原本只是
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天
就来到我们面前了。

作家韩少功在《当机器人成
立作家协会》这篇文章里，甚至不
无幽默地说，如果机器人成立作
家协会，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
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
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
争。当真好处不算少。

然而，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
能必将对文学造成怎样的冲击和
影响呢？

据说，眼下有些通俗文学的
写手已经半机器化了，比如俗称

“抄袭助手”的软件，可用来抄情
节，抄台词，抄景物描写等。还有
一些写诗的软件，可以用词库和
语法库自动“创作”生成诗歌。

在日本的一个文学奖评比
中，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作品
入围初审，评委的意见是“情节无
破绽”。

可是，真正的作家到底不同
于“文匠”，文学毕竟是人学，人性
之难以捉摸，面对生活的千差万
别和千变万化，机器如何能创造
性地发现真善美。

还有想象力，并非简单的排
列组合，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它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重要。

机器人来了！他在帮着这个
世界转得更快时，也在逼问，文学
的价值是什么，真善美的根基会
不会动摇，最高意义上的文学，究
竟在哪些核心的方面为一般写作
所不及？

这不单是文科生的问题，也
是理科生的。

又是一年征兵季。岁月对一个单身中
年妇女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我的某位小学
同学打来电话，咨询自己孩子当兵的
事——— 瞧瞧人家，下手多早！

几十年前时髦得不得了的参军入伍，
今天似乎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选择，其中
一种担忧竟然是“不好找对象”。唉，革
命军人曾经在婚恋市场上多么具有核心竞
争力，“军嫂”曾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词儿
啊。

多年前到野战部队采访，拿起电话，
接线员立马不分青红皂白地问：“嫂子您
好，请问您要打哪里？”哑然失笑之余，只觉
那称呼有种说不出的曼妙。

提及“军嫂”，三个小故事从记忆里跃
出。第一个故事，关于错过。还是在海上通
讯极为落后的年代，换班船到了南沙，老兵
却接到临时通知，继续守礁。那次上岸原本
是要结婚的，等在码头接船的未婚妻望眼
欲穿，最后大哭着离开，婚约就此黄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温存。探家结束

前，他往冰箱塞满炒好的菜和包好的饺
子，在家中角落藏了各种零食，几乎够妻
子吃上一年。他不是大众意义上的暖男，
他只是像所有驻藏军人一样，希望自己的
爱填满一年一次的团聚之间大片的空白。

第三个故事，关于悲恸。喜马拉雅山
脉北麓的岗巴县平均海拔4810米，氧气含
量不足内地一半。岗巴营老连长的妻子从
广东来探亲，到达当天逝于脑水肿。另一
位军官的新婚妻子头天还在帮战士们洗衣
服缝被子，第二天再也没能站起来。出使
匈奴的苏武临行前吟与发妻“生当复来
归、死当长相思”，相似的生离死别，高
原军人们多么希望是自己而不是爱人，倒
在了天边。

你看，军婚跟天下姻缘一样，有悲有
喜，有痛楚有甜蜜，只是，它也许更抵近
情感的极限。我的一位女朋友嫁了军人，
且常年分居两地。这位心比胸还大的吃货
姐们儿平时还好，最受不了的是自个儿去
吃火锅，边吃边哭的事儿没少干过。最

近，宇宙无敌的海底捞为独自就餐的顾客
推出特殊服务，在你对面放一个硕大的泰
迪熊，含情脉脉地陪着你。对于如此丧心
病狂的业务，她评价甚高，笑说，泰迪熊
挽救了我的婚姻！

当然，坚持靠的是内心力量。即使只
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加以考量，军婚因为
相守相拥这一重要参数的短缺而难以实现
共同成长，这要求双方得有足够厚度的相
知相惜与隐忍，才能让爱情的温度经得起
时间的砥砺。

在中国的军事文化里，军嫂群体通常
是作为军人卫国的背景而存在，她们的不
容易，被视作丈夫忠诚履行国家使命的佐
证之一。说实话，我非常不欣赏这样的表
达方式。我更喜欢好莱坞大片里的英雄
们，为了心爱的女人背水一战，尔后捎带
着拯救了地球。

可惜，现实不是电影，家国如何兼顾
也往往只能留与前者遗憾。军人枕戈待旦
的职业常态，决定了孤独与艰辛为军嫂的

生活常态，这样的遗憾无需美化，更无法
隐藏。在我看来，直面遗憾的一个并非军
嫂专属的理由在于，爱情的本质是一种生
活方式，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坦然接受
它所带来的一切美与不美，则成就地老天
荒。

一个军嫂论坛上，嫂子们列出“合格
军嫂的标准”：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
寞，经得起考验，守得住清贫。是的，在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就精神层面而言，军
嫂和军人丈夫的革命分工并没有不同。斯
人大任的并肩而担，使得“军功章有你一
半也有我一半”的说法不仅仅是比喻。以
军嫂为中流砥柱的无数个家庭是军人的山
军人的天，也是中国国防体系中的重要一
环。

所以，作为一个老兵，在征兵季为中
国军人打个广告：嫂子们，你的爱绚美如
花，他才能保卫国家；对兵哥哥动了心的
姑娘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愿天下有
情人终成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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