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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心魔 浴火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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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星愿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不凋零的碎花儿
陪我路经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沧桑变化

不知不觉，耳畔骤然萦绕起歌
手李宗盛的嗓音，那般响彻，那样
动听……记得年少轻狂，连多愁都
要善感，仿佛不动声色，却又时常
翻江倒海；记得毕业留念，青春感
怀， 连爱情都和梦想一样奢侈，仿
佛情窦初开， 却又往往掷地有声。
如一坛陈酒， 又如那些似水流年，
多么割舍不下的奶茶与屋檐，柔软
入怀，赏心悦目。

这样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
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永在我心中，虽然已全无她。

或许，年轻的爱情常常伴有持
久的悲伤，或许，你正因眼前的天
伦与现实的枷锁而触摸到了一种
欣慰的遗憾；正如挚友所言，一面
固然美之又好， 却如同海市蜃楼；
唯有历经柴米油盐的打磨，才美得
真实可靠。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她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她
就当她是曾经的旧朋友
却再不为曾黯然心碎
不再有火火花花
很多时候，未曾谋面的爱都太

过理想， 唯独出于责任， 忠于陪
伴，才是真正的爱。 ⑤2

� � � �美女同桌 意外重逢
去年仲夏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失联近

16 年的单身美女同学的微信， 说近期要
回老家，方便的话见见面。 我肯定欣然同
意。

她是我中学时的同桌， 端庄美丽、聪
慧潇洒、睿智温柔、勇敢乐观。她是英语课
代表， 中学第一次英语月考的满分获得
者，当时全班 5 个满分，我是唯一的男生。
她颜值高、学习好、样样出色，是我们班好
多男生的暗恋对象，我也在其中。 我小时
候性格内向腼腆， 不会与人沟通交流，人
际关系也不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所以
近水楼台也没得月。近期才听一位同学分
析，那时一个男孩若喜爱那个她，要么远
离她、默默关注着；要么处处作对，引起她
的关注。 我是典型的理工直男，肯定是后
者。 当时的处处作对，非但没引起她的关
注产生好感，反而促使她哭着找班主任要
求更换同桌，我们 3 个月的同桌生涯就这
样终结了。

终于等到相逢的日子， 周五 21 时 30
分我开车来到机场，在大厅我们一眼就认
出了彼此。她依然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简
单寒暄后，我帮她提了行李箱，然后愉悦
地驱车向县城驶去。为了打消她烦劳别人
的顾虑， 我善意谎言说周末要回家办事，
正好三姨也在南阳， 我们 3 人同车回家。
一路上聊了聊失联 16 年间的境况， 我才
知道她当年学了 5 年医学，非典时还实习
奋战在一线， 由此又多了一种崇敬之情。
她大学毕业在医院工作一年后，毅然决然
放弃了最宝贵的 6 年医护生涯，到南方打
拼，现在已经闯出一片天地，也入户那个
城市了。

我不擅长夜间高速路上开车，但为了
那份纯真的同学情，也是硬着头皮完成了
人生第一次夜路。 高速上我们交流就少
了，她忙碌了一天，下午又赶飞机，很快就
睡着了。凌晨，我们顺利到达县城，安全回
家后，我也愉悦地进入梦乡。

� � � �保持距离 遏制心魔
我把困惑告诉共同好

友，她作为女性，给我详细
分析。 首先，她很有修养，肯
定能感受到你很喜欢她，想
保持那份纯真，没有直接拒
绝你，而是以工作繁忙无暇
接电话为由，漏接电话表明
她是想跟你保持距离的。其
次， 你也不是她喜欢的类
型， 当年没喜欢你，16 年
了， 你们两人的生活环境、
学识、三观决定你们两人就
是两条平行线，再也交织不
到一起了。 再次，你很爱自
己的家庭，也不会为了她抛
家弃子去南方找她吧？反之
她当年放弃专业，去那个城
市打拼，现在也已经买房入
户了，也不会为了你回老家
吧？ 最后，你还是及早遏制
心魔，重整心情，回归正常

生活吧。
朋友分析得很走心、很

到位，我感觉很对，确实需
要保持距离、遏制心魔，把
最美好的印象留给对方，
恰同学少年、 保持那份纯
真！ 我主动给她留言表达
心迹，并给自己加压，我忙
碌起来，忘记她，充实快乐
每一天。

一天、两天、三天、半月、
一月、 半年……我发现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也一定能做
好的。 我们现在还是知己好
友， 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走
偏，纯真依然留在心中。

因此，年少的我们都会
迷茫，会冲动，会出错，但一
定要及时把控自己，遏制心
魔，才会浴火涅槃。

（整理：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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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年龄：36 岁

� � � �同学聚会 喜悦欢快
她匆忙回家有急事处理， 我也没过多

打扰她。 直到两天后，有场同学聚会，我试
探地问她是否能参加，她欣然接受，但是
说在乡下办事，会晚一点到。 我那晚一直
等她到 8 点半， 一同参加了同学聚餐，入
场时免不了一阵的迟到道歉。 我们又一次
成为同桌邻座，许久不见的同学，大家把
酒言欢，相谈甚欢。 她本不喝酒，但经不起
劝，喝了点红酒，脸上泛出点红晕，更加娇
美了！

晚饭后我送她回家， 才得知她遇人不
淑，6 年的恋爱横遭渣男劈腿、 小三上位，
虽然她很平静地讲出来，但我能体会到她
当时的苦痛、悲愤，听后真的很扎心，为她
鸣不平。 我们相约 3 天后她到南阳打飞的
返程时再相聚。

� � � �再次相聚 心魔重生
为了她， 特意驱车到

方城买来烩面， 由于没掌
握好时间， 她傍晚在市区
等了我一个小时。 我征求
她意见， 是否再喊些同学
聚餐，她说喜欢安静，时间
也紧，下次再说吧。 问她想
吃什么， 她说凉皮、 胡辣
汤，我说那样太隔兑了，她
说没事就是喜欢这些小
吃，在南方是吃不到的。

买了 2 份凉皮， 我们
在小吃店简单喝了点儿胡
辣汤，就快傍晚了。 本打算
带她畅游世界月季大观园
欣赏灯光秀，时间不允许，
我们就直奔机场了。 在候
机厅，我提议合影，才拥有
了第一张同框照片。

我目送她进入安检门，
那种依依不舍之情估计她
也能感觉到。 驱车回家时，
车载音乐正在播放《梁祝》，
我反复聆听， 无以言表，也
发送给她， 她回复说好听。
那晚深夜一直等候她平安

到家的消息， 她不让我熬
夜，我说没事反正要刷《学
习强国》的，其实我是每天
清晨起来做的。

此后的几天，我联系她
多了起来， 开始关心她的
工作、生活、兴趣爱好，所
有事情都与她分享， 尽管
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我
毕竟是有家庭的人。 与她
联系太多， 也影响她的生
活。 最好的友谊，应该是适
时放手、保持距离、保留纯
真。 然而心魔一旦燃起，就
很难遏制。 随后的一个月
内，几乎天天联系她，对她
的生活规律反复推敲 ，最
后拿准点在清晨打车的时
间电话联系她。

尽管当时聊天很愉悦，
但是事后我也很痛苦 ，特
别是看到爱妻在后方辛
劳地照顾家庭、辅导孩子，
我感到深深的愧疚……但
就是不能克制自己、 遏制
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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