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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先生，你命里缺我
徐夏注意到路青州，是因為每次
開會時，行政主管都會點到這個名字
。諸如，路青州，這個月遲到十次，
罰款 500。
一個幾乎每個月都要遲到十來次
的男生，徐夏還挺好奇的。
有天中午去食堂吃飯，徐夏聽到
旁邊有人叫，路青州，路青州。她順
著聲音看過去，只一眼，周圍的一切
好像都失了色彩。明明她還沒和他說
話，心裡卻像是經歷了一場驚濤駭浪
。
路青州倒也不是帥到掉渣，但從
鼻子到眼睛，從頭到腳，好像都是徐
夏喜歡的樣子。
徐夏呆立在那，想起那句，一見
誤終身，不見終身誤。原來真的是有
一見鍾情這回事哩。光是看著他，她
就想要嫁給他。這可怎麼辦？
徐夏來這家影視公司，本來只是
想歷練下就辭職走人，可命運安排她
遇見了路青州。
要不要去告白？這年頭還玩暗戀
的話，就太不可愛了，但徐夏從來沒
有主動追過男生呀。她急吼吼召集閨
蜜團，閨蜜說，小孩子才告白呢，成
年人要勾引。
好吧，勾引這個詞好。
徐夏當然不夠風情，但來個眼神
殺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歌詞裡唱得好，確認過眼神，我
遇到對的人。依照閨蜜的計畫，這個
眼神殺必須做得不動聲色而又很明顯
，才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以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碰到路青
州，徐夏都會目不轉睛地注視他。如
果被發現了，就趕緊撇開視線，假裝
看別的。
徐夏對著鏡子反復練了很多遍。
但真正實戰時，一顆心還是砰砰地跳
個不停，生怕他看穿她，又怕他看不
穿。明明二十五六歲的人了，卻像是
回到 18 歲那年的初戀。
有天她路過路青州身邊，死命盯
著他。他剛好一回頭，就和她的視線
對上了。徐夏假裝淡定，傻乎乎地沖
他笑。
路青州回她一笑。那個瞬間，徐
夏確定，周遭是突然亮了起來的。
不管怎樣，先混個眼熟再說。
公司裡收養了一隻很可愛的流浪
貓。之前，徐夏都是吃完飯再去喂貓
糧。有天她發現路青州是先喂貓，再

去吃飯。於是徐夏有了新的作戰計畫
。
喂貓，偶遇，閒聊兩句再去吃飯
，吃飯時順便坐到一起。日久生情，
簡直不要太美好。
然而，當徐夏嫋嫋娜娜跟在路青
州後面準備去喂貓時，這個男人看到
她居然來了句，你也喂貓啊，那你先
去喂吧。吃太多了對貓不好，我晚上
再喂它。
說完就拎著貓糧走人了。
24K 純直男的思維，真是讓人欲哭
無淚。徐夏恨不能直接撲倒這個男人
，說，我只是想勾搭你，你就看不出
來嗎？
他好像還真就沒看出來。徐夏有點沮
喪。
閨蜜偶像劇看多了，積極慫恿徐
夏上演摔跤倒在男主懷裡的戲碼。
劇情有點老套，但總要試試，萬
一就成了呢。那段時間，徐夏像個隨
時準備迎戰的戰士，有滿腔的熱情，
和滿滿的愛情。
她特意跑去買了一雙輪滑鞋，還
特別選了那種不需要刹車的。萬事俱
備，只等男主出場。
選在平時下班的點，肯定不合適
。那麼多人從公司出來，她一女生在
公司門口滑來滑去，弄得好像雜技表
演。人還沒追到，別把自己先弄出名
了。
左想右想，只能坐等路青州加班
。守了大概一個多星期，徐夏終於等
到後期製作組留下來加班的消息。
那天等其他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
，徐夏穿上輪滑鞋下樓，在樓下大門
口的噴水池邊一圈接一圈地滑。
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浪漫的戲碼
只適合電視劇，現實中要想碰上，大
概要花光這輩子的運氣。
從六點到九點，再到十一點，還
是沒能見到路青州的人影。那時是夏
天，身上全是被蚊子叮咬的包；叫的
外賣，也只是胡亂吃了兩口，生怕錯
過了路青州出來的最佳時機。
等到十一點半，仍然沒見到路青
州，徐夏只好怏怏而歸，心裡委屈得
想哭。
第二天跑去一打聽，才知道昨天
晚上，後期製作組集體通宵加班。
摔跤撲懷裡的計畫，不定性因素
多，徐夏放棄了。萬一她沒摔進他懷
裡，自己一緊張，來個四腳朝天，就

兒子相見不相識，
海外中國廚師
為何不回家？
再大的地理距離都不是困難，心與心的距離才最重要。
從孩子出生到一歲多，都沒有見過他的面，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
難免會有所責備。
但是對於遠在保加利亞一間中餐館工作的陳保軍來說，他只能
懷著深深的愧疚，擦去眼淚，默默地走向後廚，繼續炒下一盤菜。
陳保軍是餐廳廚師，每天在餐廳熱火朝天地為外國客人燒制中
國菜，而他的妻子在該餐廳做服務員。
雖然每天都在燒制各式各樣的中國菜，但是自己老家的青田家
常菜，卻已經不知多久沒有嘗到過。
由於時間和經濟的限制，夫妻倆已經在保加利亞工作了多年，
一直都沒有時間回家和老人團圓，更重要的是，老家裡還有他們年
僅一歲的孩子。
這個小男孩，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面，媽媽在他出生 45 天后，
也馬上回到了保加利亞的餐廳繼續工作。
陳保軍父母對於他們夫婦遠赴保加利亞打工也頗感無奈，一方
面家裡的經濟條件確實不太好，去國外打拼能夠掙多一點前補貼家
用。
年邁的父親平時還要去做粗工，除了對他們夫婦難舍的牽掛以
外，也只能在身體尚好時，好好地照顧好小孫子。
父母總說，陳保軍夫婦兩個人一起在外國打拼，互相有個照應
，也能放心點。賺多少錢不重要，身體健康才最重要。
而對於陳保軍來說，不能在老家陪伴父母，教育孩子，甚至連
孩子的面都沒有見過，錯過了孩子從小一點一滴的成長。他只能懷
著深深的愧疚，他們能做的，唯有默默地在海外，流著辛勤的汗水
，盡可能地攢下工資留給給老人和孩子。
陳保軍說，趁年輕時多辛苦幾年，給父母在家鄉蓋一棟自己的
房子，為了小孩的未來，他們沒有辦法，只能出去闖。而這個聚少
離多的家庭，全家人連一張全家福合照都沒有。
而今年，思兒心切的父母，帶上小孫子遠赴保加利亞，希望把
團圓的味道帶給辛勤工作的兒子兒媳。親人的到來，使陳保軍夫婦
熱淚盈眶。
父母帶來了陳保軍最愛吃的山粉餃，並不是說這個山粉餃有多
麼好吃，而是因為這個山粉餃是家的味道，是媽媽的手藝，是對家
的眷戀。
而年幼的兒子對於他的父母是陌生的，是抗拒的。
兒子相見不相識，這對陳保軍來說是一份沉重的愧疚和思念。
短暫的相見，親情血脈的牽絆讓父子有了漸漸熟悉的機會，而
接下來的，又是長時間的分離。
歌曲《常回家看看》裡說道：老人不圖兒女為家做多大貢獻，
一輩不容易就圖個團團圓圓。但是，生活中就是有這麼多的無奈，
奔走在奮鬥路上的人們，為了更好的明天，只能捨棄現在的團聚。
每到春節，很多餐飲員工都因為工作無法回家與家人團聚，而
還有很多遠在海外的餐飲人，他們更是隔著萬里千山的距離，無法
團圓。
但是，無論他們在哪裡，無論他們在那個角落辛勤工作，留著
汗水，他們的心永遠都在家鄉，都依偎在親人身旁。
不管各位餐飲人是否已經回家、在歸家途中亦或是不能回家，
都希望各位能夠常與家人聯繫。
畢竟再大的距離都不是困難，心與心的距離才最重要。

更丟人了。
徐夏決定尋找新的突破點。
陷入愛情裡的人，大概都是福爾
摩斯。
徐夏從企業微信裡查到路青州的
手機號，從公司群裡拿到 QQ 號，從
行政處瞭解了他的身高體重三圍。從
和他室友的閒聊中，知道他養了一隻
貓和一隻白貂。
突破口，是那只小白貂。
閨蜜說，直接加微信和 QQ，太
沒創意。在愛情裡，主動出擊的女生
是可愛，但怎麼主動才更可愛，這是
個問題。
還好路青州的 QQ 空間是對所有
人開放，所以她沒加他，也能進去溜
達。在空間動態裡，她翻到了路青州
的 B 站號。點進去後，發現基本都是小
白貂的照片。
徐夏偽裝成小迷妹，給路青州在 B
站上發消息說，哎呀，這白貂好可愛
哦，你是怎麼養的呀，我早就想養一
隻。
拍馬屁要投其所好，追男人也一
樣。一說到小白貂，路青州立馬就變
得滔滔不絕起來。天南海北地聊了一
周，路青州說，加個微信吧，聊天方
便點。
徐夏看到這句話時，在屋裡狂舞
了半天。
微信好友通過後，徐夏連發了兩
個感嘆號過去：剛看你朋友圈，發現
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好像在公司見
過你。
路青州回，是嗎？那麼巧。
徐夏裝作和路青州對公司名稱和
地址，然後說，我倆真是太有緣啦。
路青州說，還真是巧啊。
徐夏在心裡想，路青州啊路青州
，等我追到你了，看我怎麼收拾你。
你知道這場巧合，老娘在背後花了多
少心思嗎？
第二天是週末，路青州在微信上
問，我帶小白貂來公司了，你要不要
過來看看？
徐夏恨不能馬上飛奔出員工宿舍
，跑去辦公室。但她火速諮詢了閨蜜
團，得到的一致回答是，關鍵時刻，
稍微矜持點才能穩准狠地擊中男人的
心。
於是徐夏回，我剛爬上六樓，好
累哦。等我休息一下，馬上過來。
發完這句話後不到十分鐘，路青

馮大年盤了個店子做餐飲生意，剛試
營業了幾天，卻遭到了周邊居民的投訴，
說他排煙管道對著住戶窗戶，被城管勒令
停業整改。
怎麼改？做工程的師傅說只要做個長
煙筒，把油煙往天上送就可以了。說起來
簡單，做起來並不容易，師傅一預算，至
少需要八千塊錢。馮大年傻眼了，他的口
袋已經空了，店面裝修，至親好友早已借
過一圈了，還到哪裡去湊這八千塊？
馮大年在手機通訊錄裡翻找起來，看
到曹明陽的名字時，馮大年停下了。兩人
曾經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曹明陽不止一次
地向馮大年借過錢，後來曹明陽生意做順
了，馮大年見他遲遲不還錢，而自己正需
要用錢，便當面討要。曹明陽倒也爽快，
第二天就把錢還上了。可是從那之後，倆
人的關係變得微妙了，以至於到現在一年
半載都難得見一次。
馮大年硬著頭皮給曹明陽發了條資訊
，大意是遇到急事，資金周轉不靈，望好
朋友幫忙借八千塊錢，解燃眉之急，一個
月後返還，而後連同自己的銀行卡號一併
發出。
資訊發送過後，馮大年抽了兩根煙，
也不見回復。無奈之下，馮大年想讓師傅
先幹活，完事後結帳，可師傅是不見兔子
不撒鷹，死活不同意。馮大年正在低三下
四地跟師傅商議，只聽“叮咚”一聲，來
了一條短信。馮大年掏出手機一看，頓時
眉飛色舞，短信提示他的銀行卡裡存入八
千塊錢。
馮大年當即回家拿卡取錢，一時心急
，他竟然忘記銀行卡放在哪裡了，翻箱倒
櫃也沒找到。幸虧找到了存摺，馮大年便
用存摺到銀行取出了八千塊錢。
有錢好辦事，幾天後，飯店正式開張

州的微信進來：開門。
徐夏有點蒙。路青州居然帶著白
貂爬到六樓來找她了。打開門的瞬間
，有陽光打在這個男人的身上，她心
裡有個聲音說，這個男人我要定了。
是的，這個男人她要定了。
路青州朝她笑，傻愣著幹嘛，網
友見面，是不是要一起吃個飯？
徐夏忘了矜持，一個勁地點頭說
，好啊好啊，我們吃什麼？
於是時常約著吃飯看電影。
有天看完電影出來，徐夏耍帥帶
了一副圓形墨鏡。一眼看上去，有點
像是算命大仙。路青州開玩笑說，大
師，不如給我算一卦吧。
徐夏早就知道路青州的出生年月
和生辰八字，但她還是裝模作樣地問
了一遍，再裝模作樣地掐指一算，然
後不知怎麼就冒出來一句，路先生，
你命裡缺我！
說完，徐夏的腦子完全炸開了。
按照計畫，那會還不到表白的時候啊
。說好的勾引呢？這下完了，這個男
人估計要被嚇跑了。
徐夏後悔不迭時，旁邊的男人卻
說，嗯，大師說得在理，我也覺得缺
你。然後長臂一揮，攬她入懷。歪著
頭問她，那大師你看，我現在是不是
什麼都不缺了？
好吧，這個場景太溫柔也太具殺
傷力，徐夏的心融化了。時光仿佛靜
止，路過的行人，街邊的路燈以及眼
前的世界，全都變得溫溫柔柔。
徐夏不知道的是，那一刻，路青
州心底的快樂一點也不比她少。
徐夏不知道的事情，還挺多。
其實路青州注意到她的時間，比
她注意到他，還要早。那天，他剪輯

貴人相助
營業。開門大吉，生意興隆，馮大年心裡
樂開了花。
一個月之後，馮大年來到曹明陽家。
進門後一看，四處淩亂陳舊，這些年，曹
明陽過得不如意啊！曹明陽見到他很是意
外，馮大年也不多說話，掏出兩遝錢，
“啪”地往桌面上一放，財大氣粗地說：
“兄弟，感激的話說出來見外，這一遝是
八千塊，你的本金，這一遝兩千塊，你的
分紅。”
一時間，曹明陽不知所措，支支吾吾
不知說什麼好。馮大年不由分說地一拍他
的肩：“好兄弟，咱們之間以後別再談錢
了，需要幫忙的話，儘管開口。”
聽說曹明陽的妻子得了腎囊腫，正在
住院準備手術，馮大年又去醫院探望一番
，留下一千塊錢。
一晃兩個月過去了，馮大年飯店的生
意蒸蒸日上。可這天，他竟莫名其妙地收
到一張法院的傳票，有人把他給告了！
開庭這天，原告席上坐著一個老實忠
厚的漢子，名叫趙長勝。見到馮大年，趙
長勝搖頭歎氣：“哎，其實怪我自己，說
出來別人都不信。幾個月前，我往銀行裡
存錢，竟然把錢存入別人的卡裡了。”說
著，他掏出兩張一模一樣的銀行卡，“孩
子從外面撿來這張卡放在桌上，我以為是
自己的那張，就揣到銀行去了。我也是馬
大哈，存錢時看都沒看就在單子上簽了字
。直到取錢時才知道錢存錯了。”
看著那兩張銀行卡，馮大年心裡猛然
一緊，自己的銀行卡也是這個樣子的，一
直沒找著，難道……想到這裡，馮大年趕

如 此 如 此
馬麗大學畢業後在報社工作，和好友
趙紅在雅苑社區租房子住。不久，趙紅失
業了，每天去人才市場找工作，早出晚歸
。一天，馬麗下班，在門口見到一封未封
口的信，看到信上的內容她渾身打起顫來
…… 馬麗拿著鑰匙哆哆嗦嗦的打開門，
進門立刻將門反鎖，順著門滑下來縮成一
團。心中的內容反反復複在腦海中浮現，
鞋也來不及脫，將房間內燈全部打開，轉
身撲進被子裡。
迷迷糊糊中她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只見趙紅晃
著一根繩子坐在床邊：“馬麗呀馬麗，你
說老天為何如此不公，你有工資拿，有房
住，家庭條件那麼好，我呢？我為什麼就

電影有些累，去樓頂抽煙提神時，看
到在那哭得傷心欲絕的徐夏。
他有些不知所措，於是給她遞了
張紙巾。姑娘可能覺得丟臉，說了聲
謝謝就跑開了。那時徐夏和前男友分
手，每天過得鬱鬱寡歡，眼裡看不見
任何男生。
所以她並不知道，那才是她和路
青州的初次見面。也不知道那天早晨
的自己，刻進了路青州的心裡，那是
一種突如其來的對一個女孩的心疼和
心動。
可路青州在愛情裡向來被動，那
點小心動被擱淺了。
卻沒想到，這個姑娘後來總是時
不時出現在他的視野裡。她偷看他的
樣子，可愛得要死。有次被他發現，
她朝他傻呵呵地笑。
那一笑，徹底擊中了他的心。
她跟在他身後去喂貓，他一緊張
，就說讓她先喂。其實徐夏不知道，
為了買到和她一樣牌子的貓糧，路青
州特地跑了好幾家店。
第一次在 B 站收到徐夏的私信時，
路青州激動了一晚上沒睡著。這個傻
丫頭，她 B 站的圖像是自己的照片，還
強行假裝巧合，演得好尬呢。
但如果她想讓愛情以這樣的方式
開場，他願意陪她演。
路青州醞釀著怎麼開口表白時，
卻被徐夏搶了先。這場愛情裡，她比
他主動，比他勇敢。有人說，主動了
就輸了。但在他這裡，徐夏贏了。
他想加倍珍惜她。
因為如果不是徐夏主動，兩個相
互暗戀的成年人就要錯過了。比起和
你手牽手熱火朝天的戀愛，錯過這件
事一點都不美好。

得失業？我們可是好朋友啊，我不甘心，
不甘心啊！”趙紅的語氣越來越激動，馬
麗白著臉縮到牆角，嘴唇抖得說不出一句
話，手中緊緊握著被子，盯著趙紅手中突
然的晃動繩子，馬麗打了個激靈，喉嚨深
處發出救命，連滾帶爬從床上翻下來，逃
到門口，無奈在拐角摔了一下，眼角閃到
趙紅的腳，身體已經虛脫沒有力氣再動一
下，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趙紅步步逼近，驚
恐的淚從眼角滑下來。
“怎麼？你大小姐也有怕的時候？我
知道你打心底瞧不起我，那也正常，畢竟
咱倆之間差的不是一點半點。”馬麗的頭
不知不覺低了下去，趙紅蹲下來捏起馬麗
的下巴，迫使她抬起頭來看她，“怎麼心

緊詢問：“老哥，你還記得存錢的日期嗎
？”
趙長勝點點頭，說出日期。馮大年趕
忙掏出手機查看，那條存錢到賬的短信，
果然在同一天。
馮大年明白了，當初借他錢的不是曹
明陽，而是眼前這個誤打誤撞的趙長勝。
馮大年一把拉起趙長勝的手：“老哥
，你可幫我的大忙了！咱哥倆就別在這兒
耽擱了，隨我去銀行，這就把錢轉給你。
”隨後，馮大年跟工作人員講明原因，兩
人庭下和解。去銀行的路上，趙長勝愧疚
地說：“大兄弟，一看你就是個敞亮人，
我也是沒辦法才起訴的，這一招還是銀行
告訴我的。”
馮大年拉住趙長勝的手：“老哥呀！
你就是我命裡的貴人，沒有你相助，我都
不知道怎麼闖過那一關。啥也別說了，咱
們今天認識了，就是朋友，將來若遇到難
處了，跟老弟說。”
從銀行出來，馮大年思慮良久，還是
撥通了曹明陽的電話。曹明陽說妻子已經
出院了，還說等醫藥費報銷後去找馮大年
還錢。
“咱們兄弟不是說好了嘛，不談錢！
”“不，今天這事我一定要說明白，不然
心裡一直有個疙瘩，我沒借過錢給你，那
天我之所以沒說破，是因為當時正為錢的
事發愁呢，你嫂子她……”
聽到這裡，馮大年腦子一轉，哈哈大
笑道：“兄弟，我都知道，我只是想幫兄
弟一把，又怕你死要面子拒不接受，才演
了那麼一出……”
虛了？哈哈，我什麼也不在乎了，我只想
讓你消失。”馬麗只看到趙紅放大猙獰的
臉……
“馬麗馬麗，你怎麼了這是？”伴隨
著耳邊的聲音馬麗驚醒了，看到的是疲勞
的趙紅的臉，馬麗拉著被子躲進牆角，不
再看著趙紅，任由額頭上的汗水在臉上亂
流，嘴裡念叨著不要不要。趙紅焦急的聲
音以及周圍明晃晃的燈光讓馬麗恢復了理
智，摸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珠，猛地抱住了
床邊的趙紅，說著對不起對不起，原諒我
，我再也不會這樣了，不會瞧不起你了，
是我不對……直到馬麗哽咽到說不出話，
只有嗚咽聲。
趙紅伸手抱著馬麗，拍打著馬麗的背
，嘴裡說著沒事，有我在，不怕。天花板
燈光下的馬麗漸漸恢復正常，趙紅的嘴角
向上揚起，只是在燈光的背影下顯得有些
邪惡，她玩味的想：看來那封信的目的達
到了呢！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