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途中我邂逅了睿淑
就这样我失恋了， 可我不知该如何从那段

悲伤的恋情中走出来……都说时间和旅途是失

恋时最好的药， 于是， 除工作外， 我寄情于山

水。 两年前的国庆长假， 我只身去了桂林， 希

望美景暂时能让自己忘掉孤独和忧伤。 没想

到， 这段旅途却成了另一段爱情的开始……我

和睿淑就相识在这一段美丽的旅途中。

一路景色很美， 可我却郁郁寡欢， 眉头紧

锁的我引起了一个女孩的注意， 那就是睿淑。

在旅途中， 每到一个风景区， 大家都开开心心

地忙着拍照留念， 只有我一个人落寞地坐在一

边， 眼神空洞地望着热闹的人群， 我的孤独和

哀愁成了她心中的一个谜。

后来， 她想方设法地接近我， 和我一起聊

天， 我们还一起看夕阳。 短短 7天相处， 在那

个陌生却美丽的山水之城， 两颗孤独的心碰撞

出了火花。 三个月以后， 我已经和睿淑手牵手

走在了上海的大街上。 也就在那一天， 睿淑告

诉了我令她伤心的故事———她比我大 5 岁， 有

一段谈了 6年的爱情， 可是男友却在 1 年前向

她提出了分手。 本来那次桂林之旅应该是她和

男友的新婚蜜月之行， 但两个人的旅行就只剩

下她一个人了。

那天， 睿淑向我讲述这些的时候， 我看到

的是她满眼的泪水，感受到的是她忧伤和痛苦。

我轻轻地将睿淑揽入怀中， 对她说， 只要你愿

意，我希望能牵着你的手，陪你走遍天涯海角。

偎依在我怀里的睿淑轻轻地点了点头，那一刻，

我觉得我和睿淑的心跳是同一个频率。

一个月后， 我和睿淑就搬到了一起住， 恩

爱、 默契地过起了小日子， 我爱她， 上班之余

就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从洗衣做饭到刷锅洗

碗， 有好东西先想着给她买， 有好吃的先问她

要不要； 她爱我， 总是喜欢依偎在我的怀里，

亲昵地喊我“老公志志”， 我不在她身边的时

候不停地给我发微信……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B4 情感档案

“姐姐”们为何都离我而去
□口述： 志海 整理： 航羽

现在似乎 “姐弟恋” 越来越流行了， 起初很多女大

男小的恋情都不被看好， 但是， 也有不少 “姐弟恋” 情

侣最后结为连理， 且生活得很幸福。

有心理学专家称， 姐弟恋模式更能稳定婚姻关系，

年龄小的男人在大姐那里能得到母性的温暖， 而大姐能

从弟弟那里得到激情。

可是本文中的主人公志海却欠缺这样的机会， 先后

交往的两位比自己大的女友慕怡和睿淑都选择了后退。

慕怡说她也不是上海人，

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单位给她

分了这套一室的小房子。 她说

看到我， 就想起她刚参加工作

那时， 工资低， 还要给父母寄

钱。 当时每天只能吃泡面的自

己就十分想吃水果， 所以她觉

得我现在也应该最想吃水果。

我们两人一起吃着水果，

聊天慢慢深入了起来。 当她得

知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时， 说可

以先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就这

样， 我有了一份工作。 当然，

和慕怡也渐渐成为朋友。 当我

小心翼翼问起她为什么还没有

结婚时， 她长叹一声： “总是

遇不见对的人吧！” 我心中猛

地一颤……

或许是慕怡总像个大姐姐

一样照顾我， 我渐渐对她产生

了强烈的依赖感。 在拿到第一

个月工资时， 我请她吃饭。 那

天晚上吃完饭送慕怡回家后，

我无法入眠， 想着慕怡的笑

容， 想着慕怡的体贴， 想着慕

怡的一切， 我觉得自己坠入了

情网。

从那个夜晚之后， 我对慕

怡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

在她面前， 尽可能地显示出男

人的本色， 帮她拎重物， 换灯

泡、 修水管……我们在一起，

快乐无比。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之间

有什么差距， 爱就爱了， 但是

慕怡却犹豫不定。 在我一次次

赤裸裸的表白中， 慕怡却总是

若即若离， 虽然她也十分渴望

爱情的浇灌， 但我们之间年龄

的差距却让她望而却步。 她总

是说她比我大太多， 就算我们

在一起， 双方的家人亲戚也会

强烈反对。 我让她跟着自己的

感情走， 她却凄然一笑：“年轻

真好， 你还年轻， 而我已经近

31岁了，我根本就输不起！ ”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充满快

乐， 而快乐之后的她却显得心

事重重。 一个深夜， 我们聊到

凌晨 5点。 她告诉我她曾经失

败的爱情， 并暗示我们是不可

能在一起的。 我告诉她， 我能

够给她幸福， 能够给她快乐，

能够让她忘记曾经的伤害， 她

却依然是那个理由： “你还年

轻， 我已经老了！”

我执意要追求自己和她的

幸福， 她却一再退缩， 她说看

不到我们的将来， 她觉得我还

年轻， 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爱， 或许我对她

只是一种感恩。 我说她不是

我， 怎么会知道我的想法。 沉

默， 还是沉默。

许久， 慕怡说： “我已经

没有勇气再去面对爱情的惊涛

骇浪， 因为我知道， 自己不是

一个勇敢的水手。” 她说， 在

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只能是

一声叹息。

我爱上了她 她却因为年龄退缩了
可是这样的快乐只维持了 11 个月， 睿淑

的情绪就开始陷入低潮， 她变得闷闷不乐。 突

然有一天她对我说， 上海的生活不适合她， 她

的一个朋友在西安给她介绍了份工作， 她想换

个环境去那里看一下。 我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

愿意， 但还是没有反对。

睿淑走了， 去了西安。 我们依旧联系， 通

过微信、 手机短信、 QQ、 电话， 没有了耳鬓

厮磨， 感情却依然甜蜜。 每天我们都要煲电话

粥， 而且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从去年 6月份开始， 睿淑发给我的微信越

来越少，打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虽然电话里

她依然还口口声声地喊我“老公志志”“亲爱

的”，可我听在耳中却觉得有点变味了……

去年七夕前夕， 我早早地打电话给睿淑，

告诉她我想去西安陪她过情人节， 可她却说要

加班， 让我不要去。 因为不能见面， 七夕那天

我给睿淑发去了好几条微信， 可是都没有回

复， 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有些着急， 生怕出了

什么意外， 就把电话打到了她的单位。 谁知她

的同事却说， 她那天根本不在公司， 请假了。

这一番话在我的心底仿佛扎下了一根刺， 使我

脑海里不停地滚动着问号———睿淑此刻到底在

哪里， 和谁在一起， 她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为

什么要骗我？ 难道……

第二天， 睿淑一大早打电话过来， 一张嘴

她就向我解释， 那天上班太匆忙， 手机忘在了

家里， 所以没有看到微信也没接电话。 我再也

听不下去她的谎言， 直接打断了她： “我昨天

找不到你， 因为担心就直接打电话到你们公

司， 你的同事说你不在， 你到底去哪儿了？”

电话那端一下子沉默了， 许久她才向我摊牌。

她说， 七夕那天， 她和她的前任男友在一

起。 她说， 她爱的一直是前任男友， 而一直把

我当成小弟看待。 她去西安工作就是为了和前

任男友在一起。

这就是睿淑给我的分手理由， 我一下就懵

了， 爱情难道真的如此不可靠吗？

她和前男友藕断丝连

有句话叫：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 男比女大很常

见， 因为一般女孩都希望找一个

思想比较成熟的男人做自己的伴

侣。 所以女比男大还是少数， 很

多人在恋爱方面还是不太接受女

方比男方大 ， 实在拆散不了的

话， 如果双方差距比较小、 在二

三岁以内还可以接受， 但相差太

悬殊则是不妥的。 甚至女方本人

也会顾虑重重， 认为找小男友肯

定会有很多人说她老牛吃嫩草，

不但届时自己受的周围舆论和来

自长辈的压力太大 ， 而且认为

男方比自己小的话一定会很不

懂事 ， 自己反而还要像个老妈

子一样照顾他， 况且自己本来年

龄就比他大， 担心人老珠黄时，

男方容易喜新厌旧， 小男友肯定

到时会嫌弃她。 其实女方之所以

介意， 大部分原因是她缺乏安全

感所致。

志海的第一个房东女友慕怡

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 她大志海

整整 8 岁， 因为担心双方的年龄

差距太大， 有双方家庭和周围认

识的人太多的压力， 尽管志海展

开勇敢而热烈的追求， 但她还是

因为种种的顾虑而退缩了。

而他在旅途结识的第二个女

友睿淑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的，

她比志海大 5 岁， 一直把他当成

小弟看待。 和志海同居后， 却还

和前男友藕断丝连， 以致后来和

前男友复合， 弃志海而去。

笔者认为， 爱情其实和年龄

无关， 两个人是否有责任心才是

关键。

手记>>>

爱情跟年龄无关 有责任心是关键

贰柒 制图

杭州是我的家乡， 我在杭

州上完大学后， 毅然来到了上

海。 当时班级里有一个女生很

喜欢我， 写信暗示我， 让我留

在杭州， 可我下定决心后就义

无反顾地离开了从小长大的西

子湖畔， 因为那里的一切对我

来说， 太熟悉了， 我总觉得好

男儿志在四方， 所以我背着行

囊只身来到了这个令人澎湃的

经济前沿： 大上海。

可现实就是现实， 我必须

要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尽快找

到工作来养活自己。 首先要租

一间房子来遮风挡雨， 于是我

在网上寻找着上海的租房信

息， 于是通过一家上海的房屋

中介网站我与慕怡认识了， 她

是我的房东。

第一次见到慕怡， 我以为

她是房东的女儿， 和我年纪差

不多大。 看着我愕然的样子，

慕怡笑了， 她用夸张的语气

说： “年轻人， 不要门缝里看

人， 把我瞧扁了。” 而当她说

起年龄比我大 8岁的时候， 我

一愣， 紧接着说： “那以后我

叫你怡姐吧！” 就这样， 我和

慕怡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了。

当时的我每天都要寻觅报

纸上的招聘广告， 带着简历游

走在人才市场、 招聘单位之

间。 就这样， 一个多月过去

了， 我的钱包渐渐瘪了， 但依

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于是， 我就为自己买了成箱的

方便面作为午餐和晚餐， 直到

后来一见到方便面就想吐。 那

时我才明白， 自己大学时代虚

无缥缈的理想终究要被现实打

败了。

临近四个月时， 慕怡打电

话让我交房租。 我吞吞吐吐地

说了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 电

话那头慕怡说下午她过来。

慕怡来了。 她应该是我来

到上海后， 打交道次数最多的

一个人， 莫名的， 我对她突然

有了一种亲切感。 当她看到屋

里空荡荡的， 墙角扔的全是方

便面的袋子时， 就转身出去

了。 回来时， 她手里拎了一大

袋的水果。 看着水果， 我心中

感慨万千。

大我 8岁的上海女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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