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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丽不是这回事
一
他中学念书的那会儿，迷上了散文，朱自
清的《荷塘月色》，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还有
杨朔的散文。他迷恋那美轮美奂的意境，也痴
迷那些美丽的词藻。
一次写心得，他想用一个曾经读过的比较
冷僻的词语，置放于自己的文章之中。他一时
记不起两个字该怎么写了，身边也没带辞典，
于是就问授课老师。老先生也听不明白他究
竟说的是何词组，就对他说，你可以换一个词
语去描述呀！他有些懵，又不知该如何说好，
只得撇撇嘴，
哑语了，心里头是不顺畅的。
那天老师又让大家改写，确切点说是缩写
一篇著名作家的文章。他拿起笔，
文思泉涌，
文
采飞扬地在写作本上挥洒起来。他在文章中运
用了许多他的同龄人大多都不识的美丽而又深
奥的词语。他很得意，以为老师一定会把它作
为范文当堂宣读的，
作业本发下来了，
他得了一
个低分，
拿着本子，
他好久没有吭声。
他明显受挫了，他的美丽的词语，与他一
样被撇在一边，
就像路旁不为人稀罕的花草。

二
就像当年迷上散文一样，他也曾迷恋过一
位同窗的女孩。
女孩俊俏的脸蛋，婀娜多姿的身材，还有
一种妩媚，很多男孩都喜欢她。她真像是炙手

可热的女王。
他认定她是自己的最爱，她是自己美丽的
女神。他对她的爱慕与日俱增，甚至为她饭茶
不香，
寝食不安。
她也挺欣赏他。一度，
他们走到一块。
然而，她是不甘寂寞的。讯息其实早就无
声地传播了。而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爱，
几乎都不忍心对她说一句重话。
他是后来在某一个夜晚，看见她与另一个
小伙子亲密地走过无人的街头，他才意识到什
么。而这一场美丽，在他心里，迅即散成无法
愈合的碎片。
他后来一直苦恼：
美，就是这么脆弱的吗？

三
三十年过去了。启蒙年代的故事遥远而
又美丽。而与小学同学的聚会，也成为他心中
的渴望。
那时候的男男女女是多么纯洁呀。虽然，
那时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一般，几乎都不交谈不
往来。但曾经有过的情景和语言，都如彗星一
样绚烂，让他回味无穷。
那一天，同学们终于相聚了。连当时年轻
美丽而又优雅的班主任也来了。
他那一晚，心里真不是滋味。
班主任老了，人也萎缩了，言谈举止，像是
换了一个人。最难堪的是那些同学，一个至今
未曾娶妻的男生，当年可是并不遭人嫌弃的小

□安谅

捣蛋，现在粗俗得就像他脖子上那黄澄澄的金
项链一样炫目刺眼，直露无碍。而那记忆中的
文静的女孩，现在长得婆婆妈妈的了，说话也
是口无遮拦。他对记忆美好的往事，也发生了
颠覆性的怀疑。

四
他挺喜欢这样一则故事，听起来像是欧·
亨利的小说。
一个女孩鼻梁不高，却长得很有特点，秀
美而生动。某一天，被一位著名导演看上啦，
准备让她饰演一个重要角色，通知她过些天到
剧组试镜。这一晚，她真是十分兴奋，但兴奋
之余，又瞪着天花板，或掐一下自己的臂膊，她
担心自己是在梦里。她对自己的鼻子太没有
信心了。那几天，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也
就是导演唤她试镜这天，导演见到了她的挺拔
的鼻梁，一时看傻了，好半天缓不过来。她以
为自己把导演给震住了。导演却重重地叹了
口气，无比惋惜地劝她回去了。
她不明白，导演是看中了她那虽不挺，但
看上去极为顺眼的鼻梁，和鼻梁一起组成的温
柔的面部世界，可她却把它给毁了，真的是毁
你没商量。
其实，
很多时候，
美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
一回事，
不要太留意了，
也不要因此失去了自我。
美丽，就是你身边流淌的一条河，就是你
慢慢流逝却永不停滞的真实的岁月。

城市漫笔

坐在窗前数飞机
坐在窗前数飞机？不对，
数星星吧？
当然，看着这些又大又稳又漂亮的飞机从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数什么星星，就是数
眼前鱼贯而过，不论从视觉上还是心理上都是
飞机呢。
一种享受——人真是万物之灵呀！
现在已经是秋季。从夏天开始，我就经常
2012 年的夏秋之际正是台风的高发期，仅
在空暇时坐在宿舍里默默地看着飞机一架一
八月份就有“苏拉”、
“达维”、
“海葵”、
“启德”、
架地从窗前飞过。
“天秤”、
“布拉万”六个台风接踵而至。尤其是
也记不得自己乘过多少次飞机了。曾几 “海葵”
和
“天秤”
期间，
上海的天气风雨交加、
雷
何时，我也像那些眼下正坐在机舱里的人一
鸣电闪，
但令我惊讶的是，
即便是如此恶劣的天
样，
在泛泛的等待中盼望着着地的那一刻么？
气里，
下午、
傍晚或夜间仍有少量飞机从窗外掠
这儿是上海南翔镇沪宜公路与陈翔公路
过。可见
“全天候飞行”
果然确有其事。
交汇处，几年前就开始拆迁了。如今，大片的
三架、四架、五架……
拆迁区成了一片平地，只剩下我们医院这栋楼
我当然不能整天坐在窗前数飞机，但有一
房坐落在这片空地的中央，显得那么突兀、扎
次我还是认真地数了数，从下午三点至四点的
眼。不过我们并不是“钉子户”，只是新址的装
一个小时内，
竟有 23 架飞机从我的窗前飞了过
修尚未停当，
一俟完工，
就会搬迁过去的。
去。值得庆幸的是，
由于飞机是逐渐下降的，
飞
从窗前飞过的飞机都呈降落态。起落架
过我们医院附近的时候可谓
“不高也不低”
。所
开启，飞行的高度很低且速度很慢。它们先是
以既看得清它们的身姿，
又听不清它们的轰鸣。
若隐若现地从左边侧窗的玻璃上渐渐移出来，
六架、七架、八架……
再慢条斯理地穿过中间的大窗户，最后从右边
久而久之，我又好奇了，这些飞机为啥都
的侧窗离去。偶尔我也会紧贴着玻璃往右边
是从西北面的嘉定方向横飞过我的前方，再在
看看它们究竟飞到哪儿了？结果发现，所有的
沪嘉高速上方右转掠过宝翔公路，然后飞至南
飞机都是从南翔老街的一栋平顶楼的一个顶
翔又右拐而消失呢？换句话说，这些飞机为啥
角上消失的。
要绕个大弯而不直线飞往位于我身后的虹桥
一架、两架、三架……
机场方向呢？
每天从下午两点左右至傍晚时分是飞机
几经打听才明白一点原委。原来，这一带
最多的时段，平均三分钟就有一架飞过。如果
以前是没有飞机的降落航线的。后来随着虹
左右兼顾地两边张望，就会发现当右侧的飞机
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的建成并交付使用，就有一
刚刚消失于那栋房顶，左侧建筑工地的一个吊
部分飞机从这儿降落了。但这边又被辟为上
塔后面的云层里便会隐约地钻出另一架来。 海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商品房“三合一”综
这种情形周而复始，甚有规律。颇有点像在电
合试验区。就在我正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叫作
脑的显示屏上看游戏。
“大桥墩”的地方，近百栋一期工程的高楼已经

□陶宗令
密密麻麻地拔地而起。据我的一个同事说，他
有一次去那片“高楼林子”里玩耍，不经意间朝
天仰望了一眼，竟在刹那间产生了一种遮天蔽
日、如伞如盖的忐忑。而一位当地的官员告诉
我，最多再过两年，将有 30 万人口迁居于此，
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哦，难怪飞机要转个大弯绕过这片人口稠
密区。
不过也有人告诉我，任何飞机降落都要绕
圈子对准跑道着陆的。那是属于技术层面的
问题。
九架、十架、十一架……
天上的飞机日复一日地从窗前飞过，而地
上的情景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大批的
建筑队伍陆续进场，各种大型建筑机械日夜运
行，地铁 11 号线南翔站和马陆站之间也正在
增建一个叫作
“花苑站”的新站……
光阴荏冉，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中，靠我
们医院附近的地方也“魔术”般地冒出一栋栋
参差不齐、逐渐长高的“龙骨”来。再后来，随
着暑热渐渐平伏，凉意袅袅而至，转眼到了中
秋，
我们医院也终于要乔迁到新址去了。
搬家前的一个晚上，我推开窗户凝望着天
空。只见不仅是平日里的那条航道上依然源
源不断地有飞机一架一架地飞过去，而且在其
它的方位和高度，亦有不少闪烁着灯光的飞机
呈不同的角度在广袤浩瀚、布满星斗的天幕上
翱翔。于是我又想，不要以为就你在数飞机，
也许飞机也在历数地面的变迁呢——绵延的
轨道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
大厦、来去匆匆的人流……

五月花（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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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公司”
堂堂国道的慢车道上，近来喷上一条条
白色广告：代客办证，180xxxx3518。为写这
篇文章，我打通了这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子，很客气，问我：
“先
生 要 办 什 么 证 ？”我 说 办 个 大 学 文 凭 可 以
吗。她说可以，问我要一般大学文凭还是
重点大学文凭。我问，一般的要多少钱，重
点的又要多少钱。她说，这个不好说，要看
你需要什么文凭，能进网查的是一种价，不
能进网查的是另一种价。我表示听不懂。
她说，给你个公司网址吧，你上网一看就明
白。
我按她给的公司网址，点开“大学文
凭”一栏，见上面赫然写着：
“ 本公司代办部
分大学文凭，包括专科、本科文凭、学位证
书。普通高校和成人教育均可办理。本公
司代办的均是真实文凭，所在大学有学籍、
档案，在教育部门有备案和电子注册档案，
能登陆 xxx 查询，终身有效。”

2012中国柯
2012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
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秋季
秋季）
）
China Keqiao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Textile Expo 2012
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10 月 26 日—29 日 www.ctcte.com

浙江柯桥·中国轻纺城欢迎您的到来!
2012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秋季）将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至 29 日在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的主要展品为纺
织面料（辅料）、服装、家用纺织品、纺织机械，主展区设 1309 个标准展
位，展览面积 3.1 万平方米，共分四个展区：A 区为纺织品特装展区，展
品内容为服装（家纺）面料、辅料、家纺成品等；B、C 区为纺织品标准展
位区（B 区展品内容为服装（家纺）面料、辅料、创意设计等；C 区展品内
容为服装面料、辅料）；D 区为纺织机械展区（室外），展品内容为纺织机
械。同时，中国轻纺城传统交易区，中国轻纺城国际贸易区，中国轻纺

城服装服饰（辅料）市场、围巾市场、家纺市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中
国轻纺城（北联）窗帘布艺市场，中国轻纺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等作为
展会的分展区。
为丰富展会，提升展会实效，根据“注重专业”和“服务客商”原则，
筹委会安排了纺博会开幕式、2012 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2012 中国国际时装创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设计大赛创新产品静态发
布、专家论坛、海外买家与纺织企业对接洽谈会、网上纺博会等专业配
套活动。

亮点一·大平台贯通产业链
大平台贯通产业链，
，
专业展吸引众名企
亮点二·大展助力逆势突围
大展助力逆势突围，
，
产品创新成主流
亮点三·精细服务再升级
精细服务再升级，
，
对接客商求实效
亮点四·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创意环保贯始终

□彭瑞高

这一来真开了眼界。除“学历文凭”外，
这里办的证件还有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
结婚证、出生证、特种作业操作证、会计师
证、出国护照……可以说，凡是你想得到的
证件，
这里都能
“办”到。
我又感慨又心寒。证件，代表了公民的
身份、经历和资质，如果证件可以造假，那
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造假？
“办证
公司”是什么行业，竟搞得这么风光、这么兴
旺，还这么大胆？它宣称文凭“有学籍有档
案，还能在教育部门网站登陆查询”，莫非这
意味着，它雇佣“黑客”攻陷了某些网站，或
是有
“内鬼”为它潜藏服务？
我无法想象这有多么可怕。世界上有
许多见不得人的龌龊公司，
“办证公司”肯定
是其中之一；社会现有许多紧迫任务，我认
为取缔这类公司无疑最为紧迫。它如此肆
无忌惮，对公正是一种嘲弄，对清平社会更
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