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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你和她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她为我改变了很多……”
“改变了什么？”
“改了四次手机号码……”

婚后感觉
男A：婚后感觉怎么样？
男B：一点都不好，我的地位还

不如我老婆的手机。
男A：为什么呢？
男B：对着手机她还能卖个萌、

抛个媚眼儿啥的，可是对我根本没
这好事。

沉鱼落雁
丈夫和妻子一起钓鱼，妻子半

天也钓不到。
妻：老公，“沉鱼落雁”是什么

意思？
夫：是说女子长得太美了，连

鱼儿都害羞得躲到水底。
妻：哦，怪不得我钓不到鱼。

一次说清楚
“老公，我想吃西瓜”，“等着，

我去给你买……”“老公家里没雪
糕了”，“行，我去买……”“老公，我
想吃果冻了”，“行，我还去买，老婆
下次想要啥，一次说清楚……”“老
公，我想吃葡萄了”，“起来，别睡
了，走，我把你送到超市去睡！”

学长
学长：你是大一的吧？
学姐听完窃喜，以为在夸自己

年轻，并反问：你怎么知道？
学长：看你皮肤啊！
学姐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
学长沉吟道：噢，还以为你刚

军训完。

现代生活，谁能离得开密码？
银行卡、邮箱、微博、各类网站登录
……可以说，密码看不见摸不着，
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主人内心的
一枚钥匙，它会暴露你最关注的焦
点。

曾经，一个女友把她的所有密
码都设成了一个日期——结婚
日。如果纯数字不符合要求，她就
在数字前面加一个英文单词：
love。那时候的女友笑靥如花，眼
角眉梢都是掩不住的甜蜜。但是
没多久，一段感情烟消云散，女友
在电脑前痛不欲生，每输一次密
码，都像被刀子割一次。终于有一
天，她把所有的密码都换成自己的
生日：“爱情是脆弱易碎的，最终每
个人都要爱自己！”

恭喜她，没有迷失在过去的密
码里。

我也曾经把密码设成与爱情
相关的记忆，而后来，我也换掉了
这个密码。不过，我没有设成自己
的生日，换上的那串新密码，是女
儿的名字和生日组合。因为有了

那个粉嫩的小婴儿之后，我忽然发
现，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爱情，在
孩子的蔷薇面颊、黑葡萄瞳仁面
前，显得那么浅薄。孩子，让我成
长为一个新的自己。

现在女儿已经学会了用电脑，
她也有了自己的密码。但在我的密
码里，她永远是我柔软温暖的宝
贝。

不久前，一位老同学忽然打电
话说她现在不方便，请我帮忙回复
一封简单的邮件，并且告诉我，她
的邮箱密码是一个英文单词：
General Manager。那是她拼搏的
目标，一个向往已久的总经理职
位。后来，她请我吃饭，因为她已
经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那个位置。
现在，她的密码已经换成了更高的
追求。

她的密码是一个励志故事，见
证了主人在事业上进取的足迹。

我的妹妹给老家的父母买了
一台电脑，安了网线和摄像头，给
他们申请了一个QQ，还教会了使
用方法。告诉他们，用QQ就可以

在电脑上和我们说话啦！
父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天天

晚上和我们视频通话，说一些芝麻
事。看到他们高兴，我也很开心，
跟他们说说家务和孩子，为自己的

“孝顺”沾沾自喜。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父母亲忽

然不上 QQ 了。我担心出了什么
事，问他们，母亲在电话里不好意
思地说：“那个QQ，你妹妹设置的
是‘记住密码’，根本不需要输入。
但是前几天有人借用了电脑，把那
个密码取消了。我没记住密码，QQ
就上不去了。”

星期天，我回到家，想教他们
如何重新设置密码。母亲很高兴
地说：“已经请人弄好了。我还让
人家设置了一个新密码，再也不会
忘了。你看，我记得很清楚。”看着
母亲一个个数字笨拙地输入密码，
我的泪忽然就流下来了——那是
我和妹妹的生日。原来，我也住在
最爱我的人的密码里。

谁，是你的密码？你，又住在
谁的密码里？ （陈晓辉）

油彩与油画
画一幅油画，没有油彩不行。

但并不是说，有了油彩，把油彩用得
越多越好。如果缺少运用油彩的智
慧，不懂得运用油彩的方法和技巧，
只知道把油彩堆在纸上，认为堆得
越多越好、越厚越好，那么最后“堆”
出来的，并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堆胡
乱的油彩。

有的人终生画不出一幅好画，
也许缺少的并不是油彩，而是运用
油彩的智慧和方法。画不好一幅
画，同做不好一件事，皆同此理——
有时缺少的不是“油彩”，而是智慧
和方法。 （黄小平）

无爱不瞎忙
有一闺蜜，在相亲场上浮沉多

年，最近终于抱得美男归。
令众人羡慕嫉妒恨的是，对方

的条件还挺不错的。问及秘诀，闺
蜜笑着说：就三个字——不瞎忙。

一开始，眼看青春易逝，闺蜜和
多数恨嫁女子一般，忙着相亲，忙着
恋爱，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说得夸
张些，那时候，她不是在相亲，就是在
去相亲的路上。一会儿见这个，一会
儿见那个，一会儿和这个吃饭，一会
儿和那个看电影，累得够呛。

闺蜜说，可后来，她越来越觉得
不对劲。这么个忙法，让自己身心
俱疲，且越来越乏人问津。后来想
明白了，那些成天带着她吃饭、看电
影、四处折腾却以朋友相称的，多半
是不急着定下来的。反正没事，就
随便看看。没有合适的，就当备胎；
有合适的，再出手也不迟。结果她
的时间，多数都浪费在把她当备胎
的那些人身上了。

细想，有这种心理的实在不在
少数。反正也是单着，一个人无聊，
多个伴儿吃吃喝喝，何乐而不为？
碰上这种人，对方无心栽花，自己却
剃头担子一头热，结果怎能不吃
亏？多数时间都陪着这些人折腾
了，哪还有时间去顾着正主儿？

想通了这点，闺蜜就再也不瞎
折腾了。先静下心想清楚，自己想
要什么？碰到一个人，先确定这个
人适不适合自己？若是碰到了有可
能且又合适的人选，自己才精力十
足地发起攻势。这么一来，效率高
了，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无爱，就别瞎忙；有爱，再打起十分
精神，好好折腾一番。那些无关的
人与事，何必让他们成了我们爱情
路上的拦路虎？ （郭华悦）

■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
多是蓄谋已久。

■顺其自然只是无能为力的一
个好听的说法。

■人世间最哭笑不得的事情，
莫过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
地，却砸到了自己的脚。

■别对我说对不起，不原谅你
好像还是我的错。

■今年春节后出生的孩子不容
易失眠，因为他们会属羊。

■女人之所以化妆，是为了给
男人点颜色看看。

■如果不是相互喜欢，你的痴
情就是别人的负担。

■公司组织看电影，业绩完成
的发《智取威虎山》的票，业绩没
完成的发《一步之遥》的票。

■别低头，双下巴会露。别流
泪，眼妆花了很丑。

爱情与亲情
作者：谈芳波

亲情就是妈妈绝不会让
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爸，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
没有，妈妈依然嫁给了爸爸。

那什么是亲情呢？

看不上
我家楼后面有一排玉兰树，花开

时好看得很，朵朵玉立，洁白无瑕，但
几天后一败，整个花马上就全瘫下来
了，且一个个花瓣就如一张张拭了秽
物的纸，脏兮兮的不堪入目了。

我看不上这样的花，就如看不上
有些人，平日里有模有样，等到一失
意，一落魄，一下子就全不像个人了，
一点人样也没有了。成可看人，败可
看人，而且败更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来
面目。经不起败，一败就败得一塌糊
涂，一败就败得丑陋不堪，这种花，这
种人，都叫人不大看得上吧。（且庵）

看 英 国 喜 剧 《憨 豆 先
生》，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
憨豆先生看到一个乞丐，心生
同情，可是兜里没零钱了，而
他又舍不得把大钞给乞丐。于
是，他站在街头手舞足蹈扮小
丑表演，终于有人给了他一个
硬币。他立即停止了表演，把
硬币给了乞丐，然后心满意足
地离开了。

这个搞笑的情节，不由让
人心生暖意。我们谁不是憨豆
先生那样，是个默默无闻的小
人物，没什么社会地位，也没
什么钱，不能兼济天下。但我
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看到别
人有难，不会独善其身，袖手
旁观，而是尽一点微薄之力，
让自己心安，也给别人温暖。

我想起小时候，那年麦收
时节，来了一些外地的麦客，
来割麦子赚钱。其中一个麦客
还没开始干活，竟然晕倒在田
头。父亲见状，赶紧把他搀回
家。一问才知道，他因为身体
不适，两天吃不下饭了。父亲
看他的脸色不好，可能身体有
病，说：“兄弟，你还是回家
吧。”他面露难色，嗫嚅着告
诉我们，他没有回家的路费，
而且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等着他
挣钱回家呢。

父亲也被难住了，他在屋
子里转了几圈，很是犹豫的样
子。终于，父亲走到里屋，打
开我家那只紧锁着的箱子。他
把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拿
出来，把钱递给那个麦客说：

“这是15块钱，你拿着吧。你
的身体不行，回家好好休息休
息。”麦客捧着钱，感激得说
不出话来。

麦客拿走了那 15 块钱，
在他看来，我家请得起麦客，
一定家境殷实。其实，那年祖
母病了，母亲身体也不好，家
里没有壮劳力，父亲才咬牙决
定请麦客的。那时我家正缺
钱，那时的 15 块钱可不是个
小数目。

母亲知道了父亲的所作所
为，不依不饶地大闹起来。父
亲先是不吭声，最后说了一
句：“咱们过得不容易，还有
比咱们更不容易的。不帮他一
把，心不安。”一句话，说得
母亲再也不闹了。那年麦收，
父亲每天半夜起来去割麦，母
亲也挣扎着帮忙，我和妹妹也
跟着父母下地割麦。

我看得出来，父亲把 15
块钱给了麦客，他也很心疼。
有时他也抱怨几句：“15 块
钱，咱家得攒多久！”母亲也
跟着抱怨：“孩子连支铅笔都
舍不得买，你倒好，白白给人
家。”

尽管这样，类似的事还是
经常发生。母亲让父亲赶集买
竹筐，结果他空着手回来了
——他把买竹筐的钱给了一个
要饭的。母亲也会把为自己做
的新棉袄给隔壁的孤寡奶奶
穿，老人无儿无女，很可怜。
受父母影响，我们姐妹也习惯
向别人施以小善。

小善或许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很平凡，也没有能力给更
多的人更多的帮助。但是，小
善就像生命的烛光，虽然照不
了多远，但可以给别人、给这
个世界带来些许光明和温暖，
也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价
值。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