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5177323598 18378328570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生 活 服 务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搬家·搬厂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福兴搬家 5656800搬家、搬厂
空调拆装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福达搬家150 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 3820890 北 2602277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清池改道象山 3846758 七星 3898292
高压清洗北门 2617455 秀峰 2311078疏通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噪疏通钻孔水电补漏 13557233288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电钻孔北门 2609956 象山 3812798疏通

疏
通环卫车清粪池 13977373149

天天低价疏通七星 5883388 象山 3884899
秀峰 3905492 北门 2616838

低价抽粪 5885388高压清洗
专业疏通

低价疏通抽粪象山 3832501 瓦窑 3613296
北门 2929051 七星 5811768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全市低价疏通象山 3892262 七星 5868598
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低疏

价通大环卫车抽粪 3882826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28111 象山 3855678
秀峰 2803999 北门 2803999

找保姆或想做保姆
请致电生活网家政

月嫂、育婴师：月薪 2500-5000 元；
保姆、做饭阿姨，月薪 2000-2500
元；老人和病人看护，月薪：2500-
3000 元。保洁钟点工：27 元每小
时。另：长期或定期为企业或家庭
提供保洁钟点工服务。生活家政
服务，人品、职业操守您更放心。
地址：中山中路十字街南方大厦 9 楼 9-5 室
电话：0773-2851488 15177315368

防水补漏
水电空调旧房翻新 2216173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2868837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噪盛源装修清洁钟点工 13977314759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地毯、抛光打
蜡、油烟机、水电 18176363783

家政·清洁

桂邦清洁 2620046高空外墙新房
沙发地毯清洁

婚介会员 2500 名，选择面
广、成功率高，真诚为您打

造幸福伴侣憎 18076766715 吴姐

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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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情面前 我放弃了爱情
讲述：玉华 撰文：情感工作室 冬凝

我爸一场大病，让我无奈舍弃最爱，陷入一场
报恩的感情中。而当最爱追过来时，我却又一次选
择放弃。他对我那么好，我只能选择懦弱。

我曾经错失一个人。
那时我还年轻，20岁。和他在自习室遇到，他撞上我

的眼神，我有些茫然，但还是报以微笑。第二天在食堂，我
们再次相遇，这才有机会坐下来。这个男生叫徐浩。
徐浩对我好。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他最大的理想就

是有一片地，种几亩向日葵，然后盖上几间房子，养一
院子鸡，生一群孩子。
那正是我想过的日子。我遮掩着眼底的欣喜，巧笑

嫣然：“看来你骨子里很土。”
徐浩拥过来：“我只想土土地爱你。”
那一刻，我一生都会记得。
徐浩挺拔帅气，我们在一起，没少收获路人赞叹的目

光。年轻的爱情大概都是这样，虚荣浮躁也是不顾一切的。
刚一毕业，他就带我回了家，没想到他父母嫌我个子太矮，
不同意。后来徐浩要我放弃一切私奔，我犹豫了。
我多想放弃一切跟他走啊。可是我刚找到一份喜欢

的工作，有个爱叨唠的母亲，还有得了心脏病的父亲，
就这样，统统舍弃了？
但我还是开始收拾行囊了。爱情多么美啊。也就在这

时，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你爸他病了，在医院。”
直到如今，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样戏剧性的情节竟然

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在老爸危重的病情前，什么私
奔啊爱情啊，都变成一缕轻烟，化为乌有。

赵青松含笑把为我盘下的临街 loft门
面房钥匙交到我手里时，我惊了一下。我记
起，曾经，我是想要一片地，想种上几亩向
日葵……我突然发现，尘埃在阳光里飞舞，
从前让我锥心的痛感竟然变得迟钝。雾气迷
了眼睛时，我浅浅地回应了赵青松的拥抱。
人最难过也最好过的，还是自己这一

关。
秋天的时候，我终于把书吧开起来，楼
下以书待客，楼上以酒会友。也就在这个秋
天，我答应了赵青松的求婚。我脑海里经常
会浮起一片乡间的温馨场景，也经常想起那
个叫徐浩的男人，遗憾仍是遗憾，我感激他
曾给我一场初恋，一份台风一样激烈的爱。
是的，人生不过两种模式，要么忍

受，要么享受，既然生命注定会留有遗
憾，那么，就算是为爱懦弱，就算是痛的
青春，也要享受。可那份激烈又难忘的爱
仍在心中埋藏，我怎样才能安然享受呢？
没有享受的心态，欢喜的生活也带着

丝丝缕缕的遗憾啊。

遭遇狗血剧情

父亲除了心脏病外，又患了某种癌症。医生说是确
诊，但在我进一步追问时，结果却变成是“疑似”。
“疑似”与“确诊”很重要，如果确诊，结合父亲的病
史，就真没多少时日了。
赵青松并不是忽然出现在我身边的，他是我朋友的朋

友。赵青松喜欢我，送礼物，约吃饭，我一直拒绝。而此时，
他动用他的关系网，带失措的我乘飞机进京，把父亲的病
情呈到中国最权威的医师面前，且邀其亲自主刀手术。
一切都没有父亲的命重要。父亲从监控室转至普通

病房后，我开始与赵青松约会。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怎
样还回这份相助的情谊。
我与徐浩不辞而别。面对徐浩气急败坏的质问，我

挂掉电话，生生地把他晾在了那里。我没有心情，也没
有时间解释。爱情与父亲的生命，不可能放在一架天平
的两侧，它们没有可比性。
赵青松 34岁，有经商头脑，发了点小财。他笑眯眯

的，带着一点“恩人”的从容不迫，絮絮地说很想与我
这样的好女孩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组建新的家庭。
我回答，恋爱可以，同居，也行。只是，结婚……
赵青松讪讪地，点头说懂。
一星期后，寝食难安的我忍不住回到徐浩所在的城

市，站在我们常去的湖边，幻想一抬头，徐浩就坐在不
远的台阶上等我过去。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爱让人懦弱

与赵青松在一起的那几年，我和所有朋友都断了联系。我
总觉得有点屈辱，有点羞愤，还有些自惭形秽。赵青松对我特
别好，但我坚持继续上班，也不肯开赵青松送的甲壳虫，上班
下班就骑自己的小电动车。
有一次赵青松喝了酒回来，把家里的东西摔了个遍。他说，

多少女人想跟我我都看不上，你一个小小的女人有什么好拽的
啊？跟着我赵青松还那么不乐意，那么不甘心，行，你走吧。
然后这个刚过完 40岁生日的男人就哭了。
我没走，眼睛莫名其妙地发酸。照顾赵青松睡下，我又收

拾了半夜的垃圾。第二天赵青松醒来，我问他昨晚说的话算数
不算数，他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昨晚说什么了？不算数。
赵青松与我一起出门，他说，他想给我开家 loft格局的书

吧，楼下用书接待客人，楼上用酒接待朋友。我不语，唇角却
忍不住地浮起笑意。赵青松不是文艺人，竟提出这样的建议，
就算是想想也美好得让人满意。
我与赵青松变得像老夫老妻，周末在一起，一个打游戏一

个沏茶，明明不在一个“频道”，却相处融洽。有时候，互黑对
方拌几句嘴，槽点吐完，又各自心满意足地继续干各自的事。
我偷偷问自己，这是，接受他了的节奏？
这道题起先难住了我，思考良久，我告诉自己，我不爱赵

青松，跟他没有感情，只觉得他对我好，有时，也会觉得他有
一点可爱。我庆幸，可爱是熟女的死穴，这说明自己的心尚且
没有很苍老。
闲下来时，我还会认认真真想徐浩，一直想到心无法抑制

地疼痛。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肯定，如果自己当时好好跟
徐浩解释，徐浩一定说，我，我陪你。
没错，关于徐浩，我心里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即便扔下

一个星球，也不一定会有回响。

对岸的爱情

我没想到还会遇到徐浩。那一天，徐浩千辛万苦地找过
来，他红着眼睛说，是我，这一次就跟我走吧。
一句话在我心里翻来滚去。我知道，对徐浩的爱情犹在。
我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虽然没有爱过赵青松，却不是对

他没有温柔之心。
徐浩不分昼夜地给我打电话，被骂也不还口。徐浩求我，

对我撒娇，还跟从前一样。我忍不住笑了。
好嘛，不过是一顿饭。可是有第一顿就有第二顿第三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答应他。而与此同时，深思熟虑之
后的我更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变得更怯弱，赵青松对我那么
好，我怎么忍心一走了之？
徐浩的怀抱从身后袭来时，我的脊背直直的，不知该如何

回应他。徐浩的吻炙热，我却在这瞬间惊觉，狠下心来，拼尽
全力挣脱，用冷若冰霜的表情：徐浩，下不为例。
趁徐浩还在发愣，我落荒而去。有些东西，终是回不去

了。这一次，我真的没把徐浩当男朋友，可我无法说出口，我
不忍伤他也不忍拒绝他，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界定这段关系，
也不懂可以怎样定义这段感情。
我哭了很久，一个人喝下一瓶伏特加。赵青松找到我，把

我抱起来时，我呓语：因为亲情，我的爱情懦弱了一次……这
一次，又因为恩情……告诉我，懦弱离爱到底有多远……

懦弱离爱有多远

享受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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