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父亲早逝! 母亲不知从哪里弄的钱
供他读完大学" 毕业后他工作理想!女友
漂亮"不料祸从天降!女友病了急需换肾!

又找不到合适的配型!他急成了热锅上的
蚂蚁" 一天母亲晕倒了!检查后他喜出望
外!#妈!求您给小芳捐个肾吧$%医生无奈
地叹气!#捐什么呀!她只有一只肾& %

#$%&

爸妈结婚三十几年!妈老抱怨他的
不呵护!吵吵闹闹!闹过离婚!也没离&

年纪大了!妈腰椎间盘突出!每天上爸
的摩托车都困难!家门前的两块平地间
有个阶梯!以前爸都直接开上阶梯让妈
上车!现在都开到下面的空地!让妈有
个阶梯可以踩着上车& 行为很小!爱情
很大& 一个阶梯!一辈子的爱&

' (

他成绩很好& 父亲是农民!经常去
看他!光脚!戴草帽!在窗外看着他傻
笑& 他恼道'不许再来$ 父亲默默走了&

后来!他上大学!又入政坛!再入监狱!

财产充公& 父亲去看他!穿着极不合身
的西装!在窗外看着他傻笑道'怕给你
丢人!借的& 他潸然泪下()

) *

高考我只考了二本!彻底毁了家人
先前的期望! 妈说'*早知这样还上啥
学!不如去打工$ %我无语+ 学校报到那
天!我背着行李来到车站!上车那刻父
亲突然出现!他气喘吁吁'*走也不告诉
一声$给!这是你妈买的鞋"%车开了!透
过车窗望着父亲那年迈瘦小的身躯!我
早已控制不住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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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他是代课的英语老师!她
是他的科代表& 一节课上!他让学生找
出单词里的元音字母!她第一个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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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很多同学都没有发现!也都
不知道!许多年以后他们最爱的游戏依
然是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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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摔倒!有人扶了你却在自己
额角留了疤.

56

岁被流氓学生欺负!有
人把你牢牢护在背后.

78

岁失恋而泣!

有人递给你有肥皂味道的手绢+ 直到
你遇到他!额角的疤/肩线的棱/手边的
帕!认出所有天赐救援都是他一个人&

很多事你当时觉得是巧合!殊不知有人
穿越时光就是为了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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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总在图书馆学习!女孩便会在
角落默默地注视着他!有一天女孩意外
得知了男孩的手机号!她发短信告诉男
孩她喜欢他! 并问男孩可否放学一起
走!男孩回信说'我们不顺路&女孩沉默
了! 羞涩之情让女孩的心紧紧揪在一
起!这时男孩又回信息说'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送你& 女孩对着手机笑了&

4 5

早上七点半!她下夜班回来!发现
他还赖在床上& 她想着自己的辛苦!忍
不住歇斯底里起来& 他没说话!起来去
厨房端出早已备好的早饭!急急忙忙上
班去了& 她擦干泪水!吃完早饭!洗漱
完毕& 当她躺下的时候!觉得被窝里暖
暖存着他的热量!才想起刚才他一直躺
在她这边!忍不住笑了&

6789

毕业前三天!她远远地看到他跟其
他同学在操场上拍照!却装着没看见!

跟室友嬉笑着路过.毕业前两天!她彻
夜挂着

9:

! 一直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也没能给他发出一个表情. 毕业典礼
上! 她希望抱抱他或者给他两耳光!却
始终没能再见到他& 她想问他的话始
终没能问出口!青春已瞬间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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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机
湖边!一个画家正在画画!身后

来了一对夫妻& 他们看了一会儿&

最后丈夫以无可辩驳的口吻
对妻子说'*看见了吧! 亲爱的!不
买一个相机!该有多苦恼啊$ %

打 赌
*您总是这么晚回去! 老婆不

会生您的气吗- %

*哪里$我总是和她打赌!说我会
准时回家的000每当我回去晚了!她
就特别高兴!因为她又赢了$ %

老师比爸爸聪明
上完地理课后! 老师问小明'

*你这节课的收获是什么- %

小明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
我觉得老师比我爸爸聪明& %

老师笑笑说'*说说看& %

小明说 '*我爸爸喝了酒才知
道地球在不停地转动!而您不喝酒
就知道了& %

把鱼饵吃了
一个男孩在他的父母到镇上

采购时负责照看他的小妹妹!他决
定带她一同去钓鱼& *我再也不照
看她了$ %晚上他告诉母亲!*我一
条鱼也没捉到$ %

*是嘛 !下次我保证她会很安
静!一条鱼也不会吓跑& %母亲回
答道&

男孩却说'*不是这样的!是她
把鱼饵都吃了& %

真皮沙发
有个顾客到家具市场选购沙

发& 家具店老板跑过来热情地介
绍'*这是真皮沙发!不打皱的& %

*真的吗- 你看这是不是真皮
啊- %顾客指着自己脸上的皱纹&

*那当然& %老板说&

*可它同样会打皱& %顾客回答&

爱涨了
丈夫 '*我强烈要求给我涨零

花钱!现在油涨了!气涨了!物价什
么都涨了 ! 可就是我的零花钱没
涨!烟酒钱没涨!这样不公平!你总
得给我涨点东西吧& %

妻子 ' *好吧 ! 我对你的爱
涨了 & %

爱沙尼亚山林里有两种鸟儿 !

一种叫长尾鸟!一种叫多多鸟" 它们

的天敌是树蛇" 趴在树上的蛇由于

跟树皮一个颜色! 许多鸟类为此失

去警觉!成为蛇的美餐"

长尾鸟目光敏锐! 在这片区域

里!只有它可以发现树蛇" 但这种

鸟天生胆小!见到树蛇后就会立即

飞走 !跑得远远的 !然后找个树洞

躲起来"

在它躲藏的这段时间里! 总会

看到许多只鸟儿向有树蛇的那棵树

飞去!每当发现这种情况!它都会发

出急切的警告声! 有时甚至还有从

树洞里钻出来追上去阻止的冲动!

可往往是刚把身子钻出来! 想想还

是算了吧!又钻回洞里"

多多鸟喜欢成双结伴而行 !可

它们的目光却没有长尾鸟那样敏

锐!因此!常常会成为树蛇口中的美

餐" 可树蛇毕竟每次只能吞掉一只!

这时!另一只多多鸟便会逃脱" 这只

逃脱的多多鸟! 会整天在这棵树的

上空盘旋! 只要发现哪只飞鸟想栖

身这棵树! 它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

去!啄食那只鸟!直到把那只鸟撵走

为止" 几天内!多多鸟会赶走几十只

鸟#$

有鸟类专家对这两种鸟的反常

现象做了科学的解释% 他们指出!长

尾鸟和多多鸟都有善心! 但长尾鸟

胆小!有这个想法却没有付诸行动&

多多鸟却不然!它将善付诸行动!挽

救了许多同类% 看来!再大的善念都

不如一个小小的善举%

!程刚"

!

笑多了会怀孕#那天!我找了

一个著名的手相大师给我看手相 %

他看了看我的手说 ' (你的手掌很

大!你一定很孤单%) 我说'(啊*这都

能看出来!为什么* )手相大师说 '

(因为!越掌大越孤单" )

!

最精彩段子# 杰克骑着自行

车在街道上疾驶! 过往的人群纷纷

避让" 警察阻止他!问'(您为什么骑

得这么快* )杰克回答'(对不起!我

的刹车坏了! 所以我想尽快骑回去

修理!以免发生意外" )

!

毒药女流氓#面试者'面试官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由你的答案

来决定我的去留! 好不好* 面试官'

好"面试者'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面试官轻

声哼起'留下来+ 面试者'谢谢+

!

全球都震惊了# 一天地理老

师问同学们!河水向哪里流呀* 一学

生猛站起来唱到'大河向东流啊" 老

师接着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 那

位同学又唱道'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啊"老师生气'你给我出去+ 学生'说

走咱就走啊" 老师无奈地说'你有病

吧* 学生'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

段子之精选#经济学老师讲到

奢侈品" 为了便于理解!说道'(假设

你跟女朋友逛街!你女朋友盯着一个

东西超过
!"

秒!你买了下来!那么这

个东西就是奢侈品" )同学们都会心

一笑" (继续逛!你的女朋友又盯着一

个东西超过
!"

秒" 同学们!那你的女

朋友就是奢侈品" ) !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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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品出你的甜言蜜语
是酒精勾兑的!不然怎么会上头-

!

最怕的是满心欢喜地跟你
说了一肚子心里话!你回复的却是
简单的一个'哦$

!

从小学到大学
<

唯一不变的
就是一颗不想念书的心&

!

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我更
加彷徨&

!

混社会是个体力活儿!讲究
四门功课'闪转腾挪&

!

就你这个样子! 这个年龄!

已经跌破发行价了&

!

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
洞!洞里有人挤不动&

!

人生只是条单行线!所有的
错过!都没有重来的机会&

!

每天都在用自己的肺为这
个世界净化着空气&

!

总有一些人!原本只是生命
的过客!后来却成了记忆的常客&

!

心灵鸡汤既已泛滥!我来做
你们的心灵鸡米花好了&

!

面对小人的时候!只要还有
脾气!你就输了&

!

你经历的一切!别人都经历
过成千上万次!所以一切事儿都不
叫事儿&

我的记忆里!有一团温煦的炉火"

那时!我八九岁的样子!已经能

帮家里做些事情了" 每当夕阳西下!

鸡鸭就要上笼的时候!父亲温和地吩

咐我!伢!去弄点柴火过来" 柴火就

在附近!我连搂带抱地把那些成段的

柴火取来" 父亲抡起斧头砍柴!一斧

头下去!再左右摇摆一下!木材啪的

成为两片" 我用旧报纸点起底火!然

后!在上面架上松木柴火" 为何说要

架上松木柴火!因为!干燥的松木内

含油脂!十分容易烧着" 炉火吐着烟

尘与火苗!慢慢升腾上来"

母亲架上铁锅!在里面爆炒四季

豆!一阵清香溢满空中!让人不觉深

吸一口气!把那种醇香一并吸入肚子

里面" 母亲在铁锅里炖鱼头豆腐的

时候!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鱼

的鲜香与柴火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给

人十分温暖与美意的感受" 肚子里

开始咕咕叫了!晚上用鱼汤泡饭!味

道十分鲜美!吃了一碗又一碗" 父亲

是喜欢吃鱼的!而鱼头在那时最为廉

价!所以!我们家开荤的时候!鱼头炖

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 父亲喜欢把

鱼刺一根根吸干净!把一团鱼脑放入

我的瓷碗里!滑滑的好吃极了+至今!

我还在回味那样的美味呢+

炉火温温的!在秋日的夜晚!显得

十分情意绵绵"我们围坐在炉火边!在

火灰里烤红薯!爆栗子!每个人的脸上

都闪着红晕!那样单纯地快乐着"

炉火全靠木头烧!剖木头看似简

单!也是一项技术活儿"一般说!潮湿

的木头!容易吃斧头!不注意就卡在

里面!动弹不得!而且木头富有弹性!

不容易剖开"干燥起裂的木头最容易

剖!一斧子下去!咔嚓一声 !成为两

片"松木虽然好燃!但弹性十足!能把

斧头弹得脱了手! 要一斧子下去!左

右憋劲!硬生生把木头卡开" 父亲手

把手地教我剖木头!我把这项工作看

作是玩耍! 剖木头有种成功的欣悦

感!乐在其中了"

所以至今! 我对炉子是有感情

的! 虽然我们早已告别了炉子时代!

我家的旧炉子早已不见踪影"每当看

见楼下看车棚的老人!在剖木头生火

做饭的时候! 我不由得放慢脚步!细

细端详一番" 炉火燃起来的时候!映

照人的脸红晕晕的!我想!这样的烟

火生活是平凡的!一家人围坐在炉灶

周围开饭! 可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

!刘燕飞"

%&'()*+

这一两年!常买鲜花给妈妈" 鲜

花店开在喧闹的街头!开在富裕了的

生活里!装饰着城市人返真的梦境"

这天! 我又来到常去的鲜花店"

我挑选了深红,淡红,杏黄,淡紫等不

同颜色的玫瑰!还有几支康乃馨% 店

里小妹把花束简单包装一下!我吩咐

她把玫瑰的包装纸撕开%

小妹说'一共
!"

元% 我说'好%

这时候老板娘走过来!快速检查

了一下花束!说!错了!是
!!

元+

瞬间! 我看见老板娘冷冷地瞪

了小妹一眼!我发现小妹用复杂的眼

神看了我一眼!旋即把眼光移开%

把花束插进父母家一个漂亮的

花瓶时!我才发现!其中一朵淡紫的

玫瑰!已经低头凋谢了% 我忽然明白

了小妹眼神中的含义+

人们用雅致品位滋养着鲜花店!

并渴望它不要因意外的风雨凋零%我

渴望!鲜花店小妹为顾客着想的一颗

单纯的心!如鲜花绽放% !林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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