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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黄勋杰

指导教师    周维山

摘要：人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出现的早，有些出现的晚，有些令我们印象

深刻，有些却转身即忘。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出现的人构成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那么在当事人看来后来者是

否总是带着先来着的影子？我们在对待后来者的态度是否会受到先来者的影响

呢？对于人的情感来说，初恋到底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第一次砰然心动究

竟是在怎样的时间点，怎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呢。这部作品将通过塑造一个典型

人物并深入她的生活，深入她的内心来表现探讨这些问题。

Love on the edge of pain

Student majoring in pla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Huangxunjie
Tutor                               Zhouweishan

Abstract: People will encounter many people during the lifetime. Some appear 

early, some late, someimpressed us, others turn and forget. Man is a 

social animal, everyone has their own world,the people in the world of the true face of 

the world. Then later whether always take the first ashadow in the party? Whether 

our attitudes to the latecomer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first one?The human 

emotion, love in the end there will be what kind of impact? We for the first time inher 

heart is exactly what point in time, the environment. This work will be shaped 

by a typical characters and the depth of her life into her heart,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problems.

剧本创意：本文将通过一个女生——

何雨濛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着重叙述她与两个男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并通过女主

人公在故事中的表现来探讨环境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两段爱情经历，两

个男生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加强了故事对主题的表现力。而这两段故事又始终

带着雨濛幼时遭遇的影子，使得这两段经历的纠缠与碰撞更富加异彩纷呈。末尾

三个人同时聚集在西部一所小学里而故事到此便既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想象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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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大纲：何雨濛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在她八岁的时候父亲被一场车祸夺去了去

命，而她也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当她醒来时菜发现这场事故不仅夺取了她的父亲

的生命，而且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这件事给她、留下了阴影，

有一瞬间她觉得不会再爱了。

在雨濛十六岁迫于生计何妈妈搬去了另一座城市，这座城市里住着何妈妈

的好姐妹，好姐妹有个儿子比雨濛大一岁，他叫王毅。王妈妈温柔善良，很喜欢

雨濛，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

雨濛转学到了这座城市的市立一中继续读高一，而王毅跟雨濛一级，雨濛是

三班，王毅是五班。开学第一天王妈让王毅跟雨濛一起去学校，并让他在以后的

日子里多多照顾这个小妹妹。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结伴去学校，也常常在学校

里碰面。久而久之雨濛对这个大哥哥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感觉，王毅对雨濛也是。

那一天王毅吻了她额头上那条伤疤，他们相爱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高三。要高考了，两个人约定一起考去北京。雨濛

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王毅却名落孙山去了福建的一所专科学校。从此天各一方

。

一年后，王毅主动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爱上了别人，经历一番挣扎后雨濛只

好答应。

大二下学期雨濛生日那天，一直爱恋着她的蒋文韬给了她一个惊喜并向她

表白，雨濛被感动就答应了。蒋文韬吻了她的额头，是第二个吻她伤疤的人。

转眼就到了毕业季，雨濛和蒋文韬要到不同的地方工作，在毕业后的近一

年里两个通过电话联系着。一次偶然的机会蒋文韬在替雨濛收拾旧物的时候发

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王毅写给雨濛的，因为这封信蒋文韬吃醋了，向雨濛提出

了分手，雨濛答应了，两人的感情就此终结。而事实是蒋文韬转而追求雨濛的闺

蜜那个富家小姐云锦了。

跟蒋文韬分手后雨濛陷入了长时间的忧伤。很长时间都不能走出来，在公

司里她拒绝了好几个同事的表白。

偶然的一天雨濛回到校园，偶然看到西部的一所小学招支教老师的信息，

雨濛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想找个人少的地方，没人认识的地方静静，

就毅然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王毅在跟女朋友分手后到雨濛所在的城市去寻她，人没有找到就顺道回了

一趟家，并去看望了雨濛的母亲.他从雨濛母亲口中得知雨濛去了甘肃的一所小

学支教了，于是决定前去照顾雨濛以弥补曾经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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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蒋文韬在回母校时也发现了那则信息，职场的失利，与云锦的分

离让他决定离开所在的城市到这个偏远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三个人因机缘巧合聚集到了这所位于西北部的小学。在那里雨濛没有接受

任何一个人。三个人像朋友又像亲人一样工作生活在一起。

人物小传：1、何雨濛：何雨濛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镇，80后，身高1米6，小小的个

子，精致的五官，显得玲珑可爱。何雨濛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但却被长长的齐刘

海外加黑边眼镜遮住过半，没有人见过那双眼睛的真实模样，没有人能有机会透

过它看到这个小姑娘的内心世界。但接触过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忧郁的姑娘。她

的内心敏感、脆弱又天性倔强。何雨濛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在她八岁的时候父亲

被一场车祸夺取了生命，而她也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当她醒来时才发现这场事故

不仅夺去了她的父亲的生命，而且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这件事

给她留下了阴影，有一瞬间她觉得不会再爱了。结婚之前她谈过两次恋爱均以失

败告终，除却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她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儿时的那次

经历，过早的失去父爱让她缺乏安全感，而且她的内心太过敏感脆弱又有强烈的

父爱补偿心理。在经历了两次恋爱失败后何雨濛决定逃离，逃离大都市，通过到

西部支教，奉献爱心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反省和救赎。

2、王毅：王毅的妈妈和何雨濛的妈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王毅也是80后，比雨濛

大一岁。他高高的个子，长头发，爱穿牛仔裤，白色衬衫，白色球鞋，上学放学都

会骑着一辆山地车肩上背着双肩包，他也爱打篮球，总之王毅是那种可以满足少

女对异性的所有美好幻想的男生。王毅出生和成长在江苏北部的一座城市，跟何

雨濛有相同的成长环境，所以他们的性格以及生活方式是接近的。跟何雨濛不同

的是王毅不爱学习，他的身上似乎有发泄不完的能量需要在球场上挥汗如雨菜

过瘾。正是因为王毅对学习的心不在焉才导致了高考的失败，而高考的失败无疑

是王毅的生活面临一连串不如意的开端。生活的不如意让王毅变得不再那样阳

光和一切无所谓，他开始变得忧郁深沉，少年时代那个大男孩一去不复返了。此

外，王毅跟何雨濛在少年时代的那场恋爱是让王毅终生难忘，他也一直因背弃了

这段感情给雨濛带来了伤害而内疚，但他的潜意识却认为放弃这段感情是为了

雨濛好，他们之间没有未来，所以对于那段感情王毅的内心是矛盾的，复杂的。

再跟雨濛分手后他又经历了一段感情，但最终同样以分手告终。

3、蒋文韬：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80后，中等身材，黝黑的肌肤，没有王

毅的阳光帅气，高大挺拔，是放在人群里会立刻被淹没的那种。但北方农村长大

的他立志成为一名凤凰男，所以相对于其他同龄人学习更加刻苦，也更加早熟。

比何雨濛和王毅的年龄都大，比何雨濛大三岁，比王毅大两岁。他具有与他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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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深刻。但作为农村人骨子里的自卑也让他显得敏感脆弱而

多疑。他跟何雨檬相恋之前曾有过一个女朋友，那是在高中的时候，最终因为大

学的不同造成异地恋而分手，这主要是蒋文韬一个人的原因，他太敏感多疑了，

竟怀疑女朋友跟别的男生搞暧昧。蒋文韬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跟雨

濛的种种矛盾在所难免，而分手也是在所难免的。等到后来人生追求几乎都已实

现了，不用再因现实而自卑时他却陷入了新的迷茫。他选择了跟雨濛相同的方式

——到山区支教来试图完成对自我心灵的救赎。

4、云锦：小巧精致的南方姑娘，说话轻声细语的，长得很古典，是何雨濛的闺蜜

和舍友，却在背地里暗恋蒋文韬，后来蒋文韬跟她好了。而她也最终没跟蒋文韬

走到一起。

5、何妈妈：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平时不爱打扮，但收拾挺利索的，喜欢梳着

辫子，前面的头发使劲往后梳着，这样的发型十几年没变过。他的丈夫，何雨濛

的爸爸因一场车祸去世后她就未再嫁人，而一个人独自抚养雨濛。

6、王毅妈妈：她是何妈妈的闺蜜，性格大大咧咧，是个乐天派，笑容时时挂在脸

上，她也是个热心肠，好助人为乐。

正文：
1、傍晚，外，医院

秋风萧瑟，风卷起堆积在地上的干枯的黄叶漫无目的地飘一会又慵懒

地

落下，天很蓝，点缀着几道轻纱似的云，像孩子脸上的泪痕。

路上的行人稀疏，几幢古朴的病房楼错落有致的分布着，参天的大树的

叶子早已落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枝桠直指天幕，风吹过的时候就颤抖起来

。

2、傍晚，内，病房

一张对着窗子的床，铺着煞白的床单，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躺在床上

。头向着窗子，头上缠着纱布，她叫何雨濛。

一个30多岁的女人坐在床边，上身穿着黑色的妮子大衣，下身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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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裤，脚上一双黑色皮鞋。头发随意地倌在后面，显得干枯凌乱。面容枯

槁，眼神憔悴，若是仔细端详能看到她眼里的泪花和脸上尚未干涸的泪痕。

       

何妈妈呆呆地看着雨濛，雨濛睁开眼睛后的第一句话是：妈妈，爸爸

去哪儿了？

何妈妈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接着趴在雨濛的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闪回】

正午，高速公路上雨濛坐在一辆小轿车的后座，雨濛的爸爸，一个30

多岁的人，穿着运动装，样子挺斯文的，他开着车，雨濛抱着一个玩具熊

唱着儿歌。

突然响起紧急刹车声，雨濛的的头猛冲向前排的座椅，紧接着是一片

漆黑，只听得见警报声和嘈杂的人群声。

雨濛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医院病房的天花板和守护在身旁的妈妈

。

【闪回】

殡仪馆内奏着哀乐，雨濛父亲的大幅照片挂在礼堂中央，人很多，都

低着头默哀，雨濛的母亲跪在遗相前嚎啕大哭，悲痛欲绝，好几个人拉不

起来。

紧接着一个仪式是雨濛托着父亲的一副遗照走出大厅，雨濛面无表

情地走着，脸上挂满了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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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晚，内，王毅家

王毅、王毅妈妈、雨濛、雨濛妈妈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桌上的菜很

丰盛。

雨濛妈妈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头上多了几丝白发。

王毅妈身材比雨濛妈略高，头发烫了披在肩上，走路很快，说话声音

很大，脸上时常挂着笑，一看就是个敞亮人。

王毅妈妈说：这么多年没见雨濛都长成大姑娘了，这模样真惹人怜爱

，若是以后我家王毅能娶这么一个媳妇我就心满意足了。（看向雨濛）

王毅：妈，说什么呢？雨濛是我妹妹。（偷偷瞟了雨濛一眼）

雨濛害羞地低下头，脸颊有些泛红，抬起头往王毅这边看时，不曾想

王毅也正看向她，两个人四目相对，王毅和雨濛赶紧低下了头。

王毅妈：以后雨濛就要转来市一中上学了，初来乍到的你要好好照顾

她，别让她受了欺负。（看向王毅，同时往雨濛碗里夹了菜）

王毅：放心吧，妈，包在我身上。

雨濛妈：还不快说谢谢（望向雨濛）

雨濛：谢谢哥哥，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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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妈：谢啥，都是一家人，我可是把雨濛当成一家人的哦。（面带微

笑地说）

4、日，外，巷子

这是快入夏的一天早上，王毅穿着校服，上身是白色，下身是蓝色，

脚上是白蓝相间的球鞋，背着双肩包，单车在路过雨濛家时紧急刹停，把

车子靠在身上向屋里大喊：何雨濛……雨濛快步从楼上下来，她的穿着跟

王毅一样，两个人就像亲兄妹。雨濛坐上车后，王毅奋力瞪着，比平时更

快，雨濛低着头，两只手捏着王毅的衣服角，脸上微微泛红。

那天的天分外蓝，阳光透过道路两旁的行道树的枝桠洒到地上，斑斑

点点的，他们的单车就在这斑点的阳光间穿梭。

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巷子，在一个挂着某某中学四个烫金大字的门

前停下。雨濛下了车只站着，像是要听候发落。

王毅：以后每天下午5点到这里来等我（把车子锁好）。

雨濛点点头：好的，那我去上课去了啊。（做了个再见的手势转身向教

学楼走去。）

王毅：不见不散（看着雨濛走远了，倒退着走向教学楼，铃声响起，便

跑起来）

【画外音】

王毅每天接送雨濛上学放学，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月，夏天真的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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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外，校门

一天下午雨濛早已在校门外等候，她不断摇摆着身子显得有些忐

忑。王毅悄悄躲在她的左后方，拍了一下她右边的肩膀，雨濛向右后方

看时王毅把一束花放在了她的前面：生日快乐！雨濛楞了一下，随即喜

笑颜开，两手接过花说了声：谢谢，哥哥。

王毅说：走吧。（把自行车推到了马路上）雨濛坐上车手捧着花，望

着王毅的后背，就这么一直看着，脸上不觉笑开了花。

6、日，内，校园

   

雨濛走在校园里，却不知不觉向王毅常去打篮球的球场走去。她躲在球

场的一棵树后面悄悄地往球场那边看，突然她的视线落在了中间那排

篮球架上。王毅在球场上拼抢，雨濛悄悄从树后面站出来。

雨濛大声喊：哥哥。

这时王毅看到了她，边笑边向她这边挥手，喊道：妹妹，过来玩啊。

雨濛回应 ：哥哥，我不会。

这时一个穿黑色衣服留着长头发，高长腿的女生走到王毅身边似

乎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王毅就教她打起篮球来，完全忽略了还在一旁

的雨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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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分钟的时间，王毅去寻雨濛时已不见了踪影，表情立马由兴

奋变为了严肃，扔下篮球朝雨濛可能去的方向奔去，完全不顾身后撅嘴

，跺脚的女生。

王毅跑到一条大道上，面前只有空荡荡的路延伸到远方。

7、日，内，雨濛家
 

王毅一如既往地在校门口等着雨濛，她却迟迟未来。王毅没回家就

直奔了雨濛家。

王毅站在门口：阿姨，雨濛在家吗？

何妈妈：哦，是王毅啊，快进来，雨濛啊，快招呼客人。

雨濛正在屋子里拿镜子照额头上那条长长的疤痕，被突如其来的

声音猛一惊，镜子掉在了地上。

王毅已经进屋：雨濛，怎么了？

雨濛：哦……没什么，没什么（顺手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扔进了垃

圾桶）

王毅：今天下午怎么没等我？

雨濛：哦，我忘记了。

王毅：什么？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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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对了，我妈妈快给我买车子了，以后就不用你带着了，挺累的

，这些日子真是麻烦你了。

王毅：客气什么。对了，下午那个女生，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她

恰巧路过，貌似也很喜欢打篮球。

雨濛：我觉得她挺适合你的，成熟，美丽大方，不过高中最好不要谈

恋爱，好好学习，你要高考。

王毅：明白，我会好好学习的。

雨濛：留下来吃饭吧，我要去帮妈妈做饭了（走到橱子那去拿碗筷）

王毅：不了，我早回去还有点事，我走了哈，明天下午学校门口不见

不散，阿姨再见（往外冲出去）

何妈妈：吃完饭再走嘛······

8、日，外，学校操场

天阴着，快要下雨的样子。已经是夏末了，但还是有几分炎热。接

着起了风，变得格外凉爽，大家都出来活动，雨濛也是。她在操场上散

步，张开臂膀尽情地呼吸着新鲜凉爽的空气。这时有四个男生围住她，

这几个男生穿着怪异，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甲说：这不是新来的那个小美女吗？交个朋友吧？把你QQ号给我

吧（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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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交个朋友没必要吧？我们又不认识（往边上走试图离开）

乙：别走啊（两只胳膊伸直挡住她的去路）

丙：从后面撕住她的衣服（什么意思？不给我们面子？）

雨濛：你们再这样我喊人了。你们就不怕政教处老师处罚吗？（挣

脱了纠缠往一边跑着，甲试图去追）

流氓们，敢欺负我妹妹，不想活了（王毅从操场中央冲过来）

甲：王毅，你小子少管闲事（迎上去）

几个人扭打在一起，雨濛边哭边往学校大门冲，王毅见雨濛哭，奋

力挣脱纠缠追上去，此时王毅已经衣衫凌乱，蓬头垢面了。

雨濛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到学校后面的一块空地才停下，此时雷

声大作，大雨倾盘。王毅冲上去一把抱住雨濛说道：你没事吧，我好担心

你。你放开我，你为什么要打架？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雨濛说着挣

脱了他的怀抱）

  

王毅：对不起，对不起（把雨濛紧紧搂在怀里）

    

雨濛：你知不知道，我爸死于那场车祸后，我就特别害怕失去身边的

亲人，我那段悲伤的记忆就像额头上这道伤疤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我摆

脱不掉，摆脱不掉（说着把额头上的刘海往上一掀，露出那道长长的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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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雨濛，我好开心，原来你这么关心我。你知道吗？雨濛。其实

我一直很喜欢你，打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做我女朋友吧？我不想

做你哥哥了，我真的很喜欢你。说着把脸凑过去想吻她。

雨濛：我不能答应你，我长得不好看，也不优秀，我脸上那道疤让我

变得很不好看。哥哥，你那么优秀，应该让很优秀的女生陪在你身边。

王毅：不，我不在乎，我只喜欢你，觉得你好，我不在乎你的样子，

我喜欢你的可爱和温柔。（说着，轻轻凑上前去吻了雨濛的唇，雨濛也没

有拒绝，然后又凑近她的额头轻吻了她额上的那道疤痕）

王毅轻吻着她，从额头到唇，然后把她紧紧搂住。只见一行热泪从

雨濛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雨下得更大了，大雨倾盆，两个人就这样在雨里站着，直到衣服全

部湿了才手拉手一起回家。

9、日，外，学校

【画外音】时间就在王毅的单车的吱吱悠悠的声音中悄然流逝了，转

眼到了毕业季，我们将何去何从呢？

王毅和雨濛坐在学校假山旁的排椅上。

雨濛：我们去一个城市好不好？

王毅：这不行，我成绩这么差不会有好学校的，我去不了北京，我不

能耽误你，我知道你想去北京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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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还有三个月，你加把劲一定可以的，你一定要来北京。（转过

身来抓着王毅的手，有些激动）

王毅：嗯嗯，好，我会努力的！加油！（做出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画外音】

高考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王毅去了福建的一所学校，而我服从妈

妈的安排去了北京。我们还是坦然接受了，那时天真地以为距离不是

问题。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应该是我一生中最放纵，最快乐的时光，我跟王

毅像两只小鹿在大草原上肆意奔跑，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而快乐的时

光总是那样短暂，转眼就要分别，只是这次似乎分别的太长。

10、日，外，巷子

雨濛和王毅面对面站着，起初谁也不说话。

王毅：不要担心，假期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也会去北京看你的。

雨濛：你每天必须给我打一个电话，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听到

没？

        （紧紧抱住王毅。）

        

         11、日，外，火车站

         
            

雨濛开学那天，何妈妈，王毅的一家都来送她。往车站走的时候，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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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雨濛走在后面，而两个人只是低着头默默走着，并不说话，王毅把雨

濛身上所有的行李都放到自己身上。雨濛的眼睛红红的，有些湿润。

            何妈妈回过头来看雨濛时问道：雨濛你怎么了？眼睛怎么了？哭了？

            雨濛：不是，是刚才被风吹进去东西了。

          
            

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雨濛站在火车旁不住地挥手，眼神却一直盯着王

毅。另一边是何妈妈，王毅一家不住地挥手。何妈妈的脸上笑容间杂着泪

水。

          

在雨濛的身体快要进入车厢的时候，王毅大喊：到了那边经常给

我打电话。

           王毅妈妈听到这话后就欲言又止了，回头看了王毅一眼。

雨濛刚一坐下泪水就喷涌而出。

12、傍晚，外，校园

雨濛来到学校时已是下午了，她右手拖着大皮箱，肩上背着包，左

手还提着一个包。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来休息。

“同学，需要帮忙吗？你好，我叫蒋文韬，是你大二的师哥，我是专门

负责接待新生的”（蒋文韬伸出一只手）蒋文韬，身材高大，约有1米80的

个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挺斯文，这天他上身穿着蓝色的T恤，上

面印着某某大学志愿者的字样，下身是蓝色的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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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师哥你好，我叫何雨濛，见到你真高兴”（也把手伸过去跟他

握了一下手）。

蒋文韬：你是哪个专业几班的？（边说边把雨濛的行李放到自己身

上）

雨濛：嗯，师哥。我是金融系3班的。

蒋文韬：嗯，好，你们的宿舍楼在北操场西边，跟我走吧。

蒋文韬在前面带路，雨濛低着头在后面默默跟着，像是女儿跟在

父亲后面。

一路上王毅向雨濛介绍校园的环境，大约走了20分钟到了雨濛的

宿舍楼下。王毅又帮忙把行李提上五楼的宿舍。此时王毅已是满头大汗

。幸好雨濛宿舍的一个舍友早已来到，赶紧出来帮他们把行李搬到宿舍

，并说：你好，我叫云锦，你呢？雨濛说：你好，你好，我叫何雨濛，这位

是接待新生的师哥（手指向蒋文韬）云锦个子小巧，皮肤白皙，说话轻声

细语的，像是南方女孩，看她的穿着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蒋文韬：你好，你好（仔细打量着云锦）

雨濛：师哥，喝口水吧，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

知道怎么把行李运回来呢。（把水杯递上去）

蒋文韬：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

行了。手机号你都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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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嗯嗯，师哥真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

云锦：师哥，你手机号多少？我也记一下（拿出手机）

【画外音】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雨濛时常在生活中遇到蒋文韬，在雨濛需要帮

助的时候，在雨濛心情烦闷的时候。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某个人的某种故

意。

雨濛在操场上跑步时遇到蒋文韬

雨濛到水房打水时遇到蒋文韬，蒋文韬主动帮她拎水壶。

雨濛从家里回学校都会恰巧在车站遇到蒋文韬，他帮她把行李拎

到学校。

雨濛生病了蒋文韬会恰巧赶到医院，帮雨濛买饭，陪她挂水。

【字幕】

 
两年后

13、夜，内，宿舍

雨濛正在收拾东西

云锦：你明天几点的车？

雨濛：8点半的车，后天就是王毅的生日，你看我给他买的这件礼物

他会喜欢么？（拿出一件白蓝相间的T恤和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放在云

锦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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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我的傻妹妹，他都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你了你还这么为他想，

他能有你这么个女朋友真是太幸福了。不过你打电话告诉他一声嘛，让

他去接你，不然你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怪叫人担心的。

雨濛：我就是想突然出现给他一个惊喜。

云锦：傻妹妹。（边笑着边点了一下雨濛的头）

14、日，内，火车

雨濛坐在火车里，望着窗外，眼神迷离，嘴角不时泛起微笑。

她看看表显示的是下午时间16点30分。

电话响起。

云锦：快到了吧？

雨濛：还早呢，这才走了不到一半，我们俩真是天各一方啊。

云锦：也真佩服你们了，异地恋还能坚持两年。我看咱那个蒋文韬

师哥对你有意思啊，平时对你那么关心。不过你也够坚定的。

雨濛：说什么呢？我只是把他当成哥哥，他把我当成妹妹而已。

云锦：好好，我知道了，你路上小心点，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雨濛：好了，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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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夜，外，校园

那天刚下过雨，地上湿漉漉的，没有月光，一片漆黑，只有借着校

园里微弱的灯光才能勉强辨认出方向。她穿着王毅最喜欢的那件连衣

裙，很单薄又没有吃晚饭，风吹得她直打冷颤。

雨濛走在王毅的所在学校的校园里。她通过打听终于找到了王毅

的宿舍，就乖乖地等在宿舍楼下。很多同学拎着饭进了宿舍。在不远处

，有个身材苗条，长发飘飘的女生也似乎在等着谁，不时拿出手机来看

看时间，她手上拎着一个蛋糕。

这时从宿舍下来一个男生，高高的，瘦瘦的。雨濛看到后脸上的表

情立刻活跃起来。刚要上前去突然看到王毅往女生身边走去。雨濛像是

知道了什么，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跑，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王毅身边的女生：看那个女生哭的好惨的样子，是不是失恋了？

王毅往雨濛跑去的方向看了有一分钟，一副吃惊的样子。

女生：你怎么了？

王毅：（缓过神来）啊？没什么。我们走吧。

雨濛边跑边哭，哭得很惨，两边的同学向她投去异样的目光。路过

垃圾桶时她把给王毅买的衣服塞进了垃圾桶里。

16、夜，内，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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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坐在火车上，把头埋在两臂中间趴在桌子上，不住地抽噎。一会手机

响起，是王毅打来的电话。

        

          雨濛接连挂断了王毅的7、8个电话，并把他的号删除了。

        
          

王毅又打来电话，雨濛接起来：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吧，我没想到你是这

样的人。

        

          王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你听我说······

          雨濛把电话挂断并关了机。

17、夜，内，宿舍

雨濛从回来就躺在床上，一直躺着，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云锦：雨濛？你还好吗？遇到什么事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雨濛：我没事。

 

云锦：吃点饭吧？或者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

雨濛：我什么也不想吃，你去吧，谢谢你。

云锦：那好吧，别太难过了，有什么话就跟姐说。（云锦出去了）

雨濛的电话响起。

雨濛接起电话：喂，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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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韬：雨濛，最近心情不好吗？出来散散心吧？师哥请你吃饭。

雨濛：不用了师哥，谢谢你。

蒋文韬：那好吧。有什么事就跟哥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咱雨濛这

么优秀，人见人爱的，一定会幸福的。

雨濛：谢谢你，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先不说了啊，我想睡一会。

蒋文韬：嗯，安。

过了一会云锦进来了，她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进门就说：雨濛这

是敬爱的师哥给你买的，他问我你在宿舍干嘛，怎么没和我出来吃饭。

我就说你心情不好，躺在床上，一天都没吃饭了。师哥很关心你，听我

这么说很着急，就买了一大包零食托我带给你，师哥对你真好，好让人

羡慕啊，我给你放哪？

雨濛：放我桌子上吧，你拿着吃就行了。

云锦过了一会离开宿舍去上课了，又只剩下雨濛一个人在宿舍了。

雨濛艰难地下了床，她捂着肚子，挣扎着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她翻了一

下那包零食，找了块面包吃起来。突然看到一张卡片，拿起来一看上面

写着：

雨濛，放下过去，追寻未来，一路上有我们，加油！！！

雨濛的嘴角微微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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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转眼到了六月份，这天是雨濛的生日，可雨濛没跟任何人说起，这

天早上她如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习室上自习。

18、日，内，教学楼

雨濛走进自习室，轻推了一下门没有推开，透过玻璃往里看，只见

里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雨濛四下里看了看，又使劲一推，没料到

五颜六色的彩纸从门框上落下来，落满她的头上，身上。桌子底下突然

冲出几个人来，齐声大喊：生日快乐。雨濛顿时愣住了。这时蒋文韬从背

后拿出一大捧鲜花走到雨濛的面前：雨濛，生日快乐，我喜欢你好久了，

做我女朋友好吗？这时雨濛的眼里已经泛起了泪水，哭着，笑着，不住

地点着头：嗯嗯，我愿意。雨濛被蒋文韬一把搂在怀里。然后轻轻地掀雨

濛额头上长长的刘海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紧接着又把她搂在怀

里。

这时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起哄。

19、日，外，校园

雨濛给蒋文韬打电话：我想把一部分书寄回家，太多了我搬不动，

你来帮我搬吧？不然你毕业走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了。

蒋文韬：好的，马上到。（蒋文韬放下手机，立马赶到何雨濛的宿舍）

雨濛早已在宿舍下等待，她身边有个大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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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濛：我还要回宿舍整理点东西。帮我搬到邮局，辛苦了，亲爱的，

地址我已经写在箱子里那张纸条上了。

雨濛：给你个奖励。（亲了一下他左边的脸颊）

蒋文韬：为人民服务，不辛苦。我先过去了，一会再来找你。（转身离

开）

雨濛看着他走远也转身回了宿舍。

 
          

蒋文韬来到邮局，寻找那张写着地址的纸片却怎么也找不到，就把书全部

倒出来，不巧在箱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摞信。信包裹的非常好。蒋文韬仔

细一看信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这个人是王毅。蒋文韬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心砰砰直跳。他私自把信装了起来，然后把包裹寄了出去。晚上，他回到

宿舍仔细翻阅信件。然后拿起电话。           

         

蒋文韬：能解释下那些信是怎么回事吗？

         

何雨濛：信？什么信？明白了。你怎么能私自翻我东西呢？

蒋文韬：我就翻了怎么样吧？！你是我的女朋友啊。你怎么能瞒着

我跟别的男生用通信这么暧昧的方式保持联系？我看你是根本忘不了

他？

何雨濛：他？你怎么会知道是谁？

蒋文韬：这件事云锦之前就跟我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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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濛：云锦？

蒋文韬：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何雨濛愤怒起来近乎吼着说：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私自翻我的信

件本身就是对我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蒋文韬：你跟我交往还跟前男友保持着暧昧关系对我就是尊重吗？

这件事你必须向我解释。

何雨濛：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既然不相信我，我也就不想解释了，

再见（说着挂断了电话）

蒋文韬此时着急了不断打着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的声音。）

20、日、内、宿舍

   

云锦：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跟蒋文韬一起吃饭了？怎么了你们，吵架

了？

何雨濛：没有吵架，他最近比较忙。

何雨濛拨着他的手机号，一次又一次，那边传来：对不起，您拨打的

电话已关机。

21、日、外、宿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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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濛跑到蒋文韬的宿舍楼下等，从上午等到下午，终于蒋文韬的

宿舍老三从宿舍出来了。他叫费铭。

何雨濛：费铭，你知道蒋文韬最近在忙什么吗？

费铭：二嫂啊，二哥他不在学校了，他出去工作了。你不知道吗？

何雨濛：我最近没怎么跟他联系，他换号了？你知道他的新手机号

吗？

费铭：不会吧，你们吵架了？他没换号啊，还是那个号。

何雨濛：那好吧，我再打打。（转身离去，神情有些失落）

费铭：二嫂，我能帮你什么吗？

何雨濛：不用了，谢谢你。（依旧低着头往前走）

22、日、内、宿舍

雨濛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似乎是她不开心

时的惯常表现。

雨濛又一次拨了电话，依旧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雨濛打开手机登上QQ，搜索着蒋文韬的QQ，却不见了踪影。

他给蒋文韬发过去一则短信：那些信件我不是故意的，王毅在我心

中始终是个哥哥形象，她在我生命中最阴暗的日子里出现，所以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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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他，但这种不能忘记却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些信的内容我本来要

给你看的，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前写得，看你当时那么冲动就没给你。很

久之前的信了，我本来是想把他们寄回家还给王毅的。回来吧？好吗？

雨濛把头靠向墙，沉沉地睡去。

23、日、内、公司

何雨濛一身正装，左臂夹着文件夹，急匆匆地走着。不小心跟一位

男同事撞个满怀，文件散落了一地。何雨濛急忙弯下腰去捡，男同事也

弯下腰帮忙捡。

男同事叫刘长卿，高高的，瘦瘦的，看上去帅气。

刘长卿：不好意思啊，雨濛，都怪我走路太匆忙没注意。（边说，边

盯着雨濛看）有一瞬间他的目光定格了，可能是因为何雨濛的美丽让他

看呆了。

这时的雨濛穿着一身正装，长长的刘海遮住半边眉毛，下面是一双

迷迷蒙蒙的眼睛。头发长长的向后披着，皮肤白皙，显得格外迷人。

何雨濛：没事的。（已经把东西收拾好）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刘长卿：何雨濛，中午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吧？

何雨濛：不用了，下次吧。谢谢你。

刘长卿：怎么又下次？你都拒绝好几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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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濛：我真的不好意思。那我过去了。（指着前面的办公桌，走过

去坐下。）

旁边的女同事：哎呀，小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我看小刘人挺好

的，你就纳了吧。

何雨濛：你想哪去了，小刘人挺好的，但是我们不合适。

女同事：我们的大美人，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差不多就嫁了吧。

何雨濛：真没这个打算，快！工作!（边笑着边说）

女同事：哎呀，真羡慕你啊，如果有这么多帅哥追我就好了。

24、夜、内、雨濛家

雨濛跟往常一样打开电脑登上QQ。宿舍老三的头像在闪烁。雨濛

打开老三的对话框，出现这样的信息。

老三：雨濛，好久不见，最近做什么呢？

雨濛：就是上班呗，你呢，结婚了吧？

老三：去年刚结婚。

雨濛：对了，我好久没联系上我们宿舍老大云锦了，你跟她还有联

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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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一年前我在杭州碰到过她，她跟我说快要跟蒋文韬结婚了。

但后来听人说云锦中途出国了，他们没结成。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事情我

本不想跟你说怕你伤心，但我想你有权利知道。见雨濛迟迟没回复，老

三赶紧追问：雨濛，雨濛，你还好吗？

雨濛的眼泪簌簌而下，接着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

25、日、外、校园

那是个春天的风和日丽的上午，雨濛走在母校的街道上，不时驻足

欣赏周围的景致，拿着相机拍着走着。

突然他被前方一块宣传板吸引了过去。宣传板上的内容大致是这

样的：西部一所小学需要几名代课老师，愿意报名的请联系······（在校

生以及本校毕业的大学生均可报名）

雨濛拿起了手机。

26、日、外、西部乡村

西部的夏天炎热而干燥。土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扬起半米高的尘土。

一辆客车在一所小学旁停下，何雨濛从车上下来，全校的师生都出来站

在校门前迎接她，何雨濛笑着远远地向他们打招呼。

27、日、内、雨濛家

王毅来到了雨濛家。

王毅：阿姨，阿姨，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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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妈妈：哦，王毅啊，快进来，快进来。

王毅进屋坐下，何妈妈给他倒了杯水。

王毅：阿姨，我就是想向您打听打听雨濛的消息。

何妈妈：雨濛两个月前来过一次，她告诉我她要去西部一所小学支

教，我开始不愿意她去的，拗不过她。你们最近没联系吗？

王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阿姨，您能把她现在的联系方式

给我吗？包括她去支教的小学的地址。

何妈妈：你稍等，我去给你写下来。（起身去写地址）

28、日、外、西部的一所小学

王毅站在校门口恰巧遇到出来打水的何雨濛。

两个四目相对，半天没有一句话。还是王毅先开口的。

王毅：我这几年各种不顺利，厌了，累了，也倦了，也想来教这群可

爱的孩子，过几天清净的日子，你看我合适吗？

何雨濛：只要认真，没有问题，他们都很聪明。你先进去吧，跟校长

打个招呼。我去打水。

王毅：我来帮你。(上去帮她拿水桶)

何雨濛：不用了。

王毅：你还在生我的气？

30



何雨濛：没有了，都过去了。你来了，你女朋友怎么办？

王毅：我们分手了。

何雨濛：哦，这样啊。

王毅：你不惊讶？

何雨濛：完全不。（笑着说）

29、日、外、校园

蒋文韬走在校园里恰巧也看到了那则招收西部支教老师的信息。

30、日、外、西部小学

蒋文韬来到西部的那所小学，在校门口遇到了何雨濛和王毅有说

有笑地走出学校。何雨濛见到蒋文韬后愣了一下。

蒋文韬先上去打招呼：嗨，雨濛，这些年过得好吗？

王毅：你们认识？（望向雨濛，一脸疑惑）

何雨濛：我来介绍一下，他叫王毅，他叫蒋文韬

······
致谢

历时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将这篇论文写完了，期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从剧

本选题到构思，从写稿到反复修改，期间经历了诸多思想上的挣扎。在这期间，

有很多老师给我帮助，给我建议，没有他们我无法顺利完成这篇剧本。如今，这

篇剧本终于成稿了，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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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周维山老师为人随和热情，

治学严谨细心，给了我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他的认真细致也深深地影响了

我，这些都体现在了我的剧本中。同时还要感谢大学期间遇到的其他老师和同学

，他们的陪伴丰富了我的生活，让我有足够的素材完成创作。

    

这篇论文的写作也让我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无论是在生活阅历方面还是在对

剧本写作技巧的掌控方面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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