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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秘密，悄悄长大

3月13日 天气 多云

今天小暖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
抑郁，我问她怎么了。

“我的日记本被我爸妈偷看了。”
小暖闷声说。

“什么？！”我拍桌大叫，桌上的文
具都惊得一跳，“什么情况？”

“小点儿声……”小暖扭头看看
四周。

“太过分了！”
又拍了好几次桌子也无法发

泄我的愤怒。这事儿要是发生在
我身上，我保准离家出走，再也不
会回去。

“活着为什么这样累啊。”小暖双
臂交叉，有气无力地趴着。

“我今天中午几乎没吃东西，没
胃口。”她没精打采，“咽不下去。”

我很担心，那怎么行？
“我也想吃，可真的咽不下去。”

小暖郁郁得快要哭出来，手放在胸口
靠上的部位，“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
堵着。”

“这个给你。”我从口袋里掏出一
盒彩虹糖。

她心不在焉地接过去，而平时她
总是跟我抢着吃的。

“吃不下饭，至少吃块糖，补充点
儿能量，不然低血糖会晕倒的。”

就这么撑到晚自习结束。放学
时天已经黑了，我生拉硬拽，终于把
小暖拖去学校附近的西饼店吃蛋糕。

谢天谢地，最后一小块提拉米苏
被我抢到了。

“人生这么苦，怎么能不吃点儿
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这么做，一
口吃下去，很治愈。你试试！”

我不会花言巧语哄人开心或者
循循善诱地开导，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人，所以只能来点儿实际的。

小暖很勉强地尝了一小口，可可
粉沾在嘴角。

“苦的呀……”
“只有那一层苦，下面全是甜

的！”我看着她，有些心疼。
她打起精神，又吃了一大口。

“怎么样？”我紧盯着她的脸，期
待“特效药”起作用的时刻降临。

“是，是挺甜……”可她脸上还是
苦的。

我叹了口气。
小暖在家玩手机和电脑的时

间都严格受控，父母也不许她带手
机到学校，所以她还是习惯在纸上
写日记。

小暖的妈妈是个全职家庭主
妇，生活的全部重心都在小暖身上，
家里光是教育方面的书就有满满一
架子——把小暖培育成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并且有一定特长的名牌
大学的学生，就是她的事业和梦想。

被溺爱是幸运还是不幸？很多
时候，小暖都是被同学们羡慕的小
公主，想要什么想做什么，父母都会
尽力满足：

想学钢琴，她爸爸二话不说就
买架钢琴搁家里；想在家光脚不穿
鞋子，她妈妈就蹲在地上，拿抹布
使劲儿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
为什么不用长柄拖布？那个拖得
不干净。

但是被宠爱的弊端，很多人并不
知晓。

小暖吃什么、穿什么、什么时间
睡觉、补习什么科目、参加什么培训
班，都由她妈妈一手包办；小暖的成
绩起伏、心理健康和朋友圈子的变
化，也都被密切关注着。

结果就是，小暖总有种一举一动
都被监视的、坐牢的感觉。

每次听小暖叙述那些条条框框，
我都不寒而栗。同情她的同时，也庆
幸自己有比较开明的爸妈和相对自
由的家庭环境。

我穿什么吃什么都没人管，考试
成绩嘛，只要别太离谱，爸爸妈妈也
不会多说。但如果想光脚在家里走，
妈妈肯定是不会为我擦地板的。

小暖是娇贵的家猫，我是散养，
或者是流浪的猫。

家猫的日记被偷看，可以说是意
料之中的了，因为主人自认为拥有对
她的一切权利。

“你是怎么发现的？”我问。
“前段时间就发现日记本的位置

无缘无故变了，我明明记得是夹在语
文练习册和作文本之间的，怎么跑到
作文本和物理书之间了呢。当时我
没太在意，以为自己记错了。”

“你这么细致的人，不大可能
记错吧……”

我向来对小暖的细心和记忆
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能清楚地记
得上学期老师把某个单词写在黑
板的哪个位置，复述几个月前一次
普通的闲聊，还能背出几乎所有朋
友的生日。

“是的。后来我特意放在某两本
书之间，还做了不起眼的记号。昨晚
回去，果然，日记本又错位了，而且排
列整齐的书有些……肉眼不易察觉
的凌乱。”

听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以前在

语文课本里学过的词：明察秋毫。
“会不会是你妈妈检查你的作业

时弄乱的？”
“不，那些练习册的摆放顺序

一点儿也没变，只有日记本变了。”
此刻的小暖拿出一种做分析题的
架势。

“唔……”看来我没法帮叔叔阿
姨开脱了，“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
沟通吗，为什么要偷偷做这种事？他
们也太不尊重你了。”

“卑劣的手段！”
“其实他们还不如做得更小心点

儿，不留一丝痕迹，不让你发现——
这样起码不会给你添堵。”

“你……你这是什么逻辑……”
小暖白了我一眼，“他们就算不那么
笨手笨脚，迟早也会被我发现的。
哦，怪不得从上周开始，我爸妈就在
餐桌上有意无意地提到早恋恶果的
新闻，又引申到同事孩子早恋的例
子。”她继续寻找蛛丝马迹，“原来他
们在故意旁敲侧击啊。”

“话说，你日记里到底写了什
么？”我有点儿不安地问。

“你知道的……”
“以堪？”事情好像不太妙。
“嗯，就是他……”
说到这儿，小暖沮丧的声音忽然

顿了一下。
即使不看我也能猜到，在日记

里，小暖肯定把以堪写得非同常人。
她的浪漫主义可不是凡人理解

的那种，而是加了浓重的幻想元素，
反正我是欣赏不了。而她妈妈又敏
感、警惕，异常保守，这直接导致了
接下来小暖的日子不会好过。多亏
小暖和以堪八字还没一撇，不然她
妈妈说不定就拎着日记本杀到学校
去了。

有一个母爱爆棚的妈妈，好像也
不是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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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电视节目预告

●中央电视台—1
9:24 精选剧场：跨过鸭绿江

（7~9）
13:15 情感剧场：和平之舟

（17~20）
●中央电视台—3
16:16 星光大道
18:41 综艺喜乐汇
19:30 我爱满堂彩：好戏连连看
●中央电视台—4
13:02 美食中国
13:34 剧场：装台（27~31）
23:01 剧场：战地迷情（22~24）
●中央电视台—6
9:08 故事片：我是证人
17:46 故事片：狮王争霸

黄飞鸿之三
20:15 故事片：王者之风

黄飞鸿之四
22:17 译制片：源代码（美国）
●中央电视台—7
14:36 剧场：面具（20~22）

21:55 剧场：大决战（29、30）
●中央电视台—8
19:30 黄金强档剧场：我和我的三

个姐姐（22~24）
22:19 经典剧场：隐秘而伟大

（5、6）
●中央电视台—11
11:19 剧场：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18、19）
20:34 梨园闯关我挂帅
●中央电视台—12
12:43 37集连续剧：什刹海

（36、37）
14:13 50集连续剧：我哥我嫂（1）
●中央电视台—13
19:39 焦点访谈
21:30 新闻1+1
●中央电视台—15
13:12 CCTV音乐厅：漫步经典
15:57 精彩音乐汇
17:43 民歌·中国
20:44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浙江卫视
8:47 经典剧场:父母爱情

19:32 中国蓝剧场:不惑之旅
（19）

●湖南卫视
7:30 理想照耀中国（27~38）

15:00 青春独播剧场:星辰大海
（12~15）

●河南卫视
12:41 阳光剧场：

包青天之碧血丹心
21:05 星光剧场：流金岁月(17)
●山东卫视
10:20 大医本草堂
19:36 花漾剧场:突围（43）
●北京卫视
9:25 上午剧场:芝麻胡同

（43～45）
17:25 养生堂
●东方卫视
17:28 名医话养生（459）：

甜品也能健康吃

19:34 两个人的世界（20、21）
●辽宁卫视
12:58 下午剧场:油菜花香（17）
19:33 北方剧场:老大的幸福（40）
●陕西卫视
12:50 温情剧场:薛平贵与王宝钏

（47~51）
22:20 晚间剧场:安家（43、44）
●四川卫视
8:39 真情剧场：黑玫瑰（23～33）
19:34 合家欢剧场：

亲爱的爸妈（22）
●湖北卫视
8:41 早间剧场：地上地下

（33～36）
17:50 饮食养生汇
●江苏卫视
8:53 上午剧场:破冰行动

14:35 新相亲大会

（据《中国电视报》、电视猫网，节目
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