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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多年夫妻 漫画吧

三言两语

哈哈镜

我们一起发财吧

南腔北调

童伙
作者：童伙工作室

脸都红了

脆不脆
10岁的妹妹拿了一包锅巴在

院子里吃得津津有味，邻居家5岁
的弟弟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想吃
又不好意思说，憋了老半天，终于
开口问妹妹：“这个……脆不脆
啊？”

我心想，这小屁孩，还挺含蓄
的嘛。

这时经典的一幕出现了，我妹
妹拿了一片放嘴里，说：“你听听
……”

阿姨也想你
幼儿园门口。
儿子：爸爸，你咋才来接我

呀？
爸爸：对不起，爸爸今天加

班，来晚了。你哭鼻子了？
儿子：嗯，我看别的孩子都被

大人接走了，我想你，就哭了！
爸爸：儿子不哭，儿子不哭

……
儿子破涕为笑：爸爸，刚才阿

姨对我说，她也想你呢！
爸爸：咋会呢？
儿子：真的。我哭的时候，阿

姨劝我不哭。我告诉她“我想爸爸
了”，她说她也想爸爸了！

游泳
孩子：“爸爸，小华的爸爸游

泳游得可好了，你怎么不会呢？”
爸爸：“小华的爸爸总是吃

鱼，所以就会游泳，爸爸我不常吃
鱼，怎么会游泳呢？”

孩子：“可是，爸爸你总吃
鸡，你会下蛋吗？”

念名字
李大爷在单位负责收发报纸信

件。由于刚来不久，还不认识单位
内所有人。

一天，他拿着一封信件走进大
厅办公场所，仔细地瞅了好久，弱
弱地问：“木棍？你们谁叫木棍？”

然后就见我对桌一愣，良久才
反应过来说：“大爷，我叫林昆！”

■花男人钱的女人有魅力，不
花男人钱的女人有魄力。

■外貌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
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
质决定能不能稳定地在一起，信任
决定能不能长久地在一起。

■男人最值得炫耀的事：让心
爱的女人一辈子都在笑；女人最令
人佩服的事：让心爱的男人一有空
就想往家跑。

■长得丑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长
得漂亮的坏处。

■每天跟美女迎面走过，我都
要回头看一眼，只是为了检查一下
她有没有回头看我。

■当爱人提出分手后，大多数
人会经历五个阶段：哈哈你又开这
种玩笑；好了我改行不行；哼，分
就分；让我去死，别管我；天涯何
处无芳草。

■女人的必杀技是“你敢吼
我”！男人的必杀技是“你要是这
么想我也没办法”。

如果有一个很久都没和你联
系的人，有一天突然给你打电话：

“有条财路介绍给你，一起发财
吧！”你会不会有点小激动？

前段时间，一位许久不曾联
系的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用欣
喜的声音告诉我她要发财了，成
立了工作室，事业蒸蒸日上，照这
个水平发展下去，今年买辆路虎
不成问题。虽然发财了，她还是
记得我这个码字的朋友，辛辛苦
苦写字能挣几个钱？她愿意分享
这条财路：“我们一起发财吧！”

我问她什么生意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发财？她说先来我的工
作室看看，了解一下挣钱的门路！
我说行，过几天去看看！她马上说

“择日不如撞日，我这就来接你”！
10 分钟之后，她开车来到我家楼
下。几年未见，我都不知道我们的
距离原来只需短短的10分钟。

上了她的车，七转八拐，她将
车停在一家茶楼门口，茶楼一旁有
间做产品展示的屋子，落地窗，宽
敞明亮，大概三四十平方米的样
子，有几处由沙发圈起的会客处，

六七个人分开坐着正在闲谈。我
刚坐下，就有人用投影仪为我播放
产品宣传片，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名字陌生，价格不菲，目标是老年
人，而我恰好有着这方面的朋友圈
……我婉拒了这条财路，她清楚我
的底细，却不清楚我的底线。

在这之前，类似的情景早就
发生过，那个人比这个朋友下手
还早，她是卖面膜的微商。

和很多玩微博、微信的人一
样，我的初心是因为感情交流。
可是慢慢地我发现，这种朋友圈
不再“清纯”，里面卖各种产品的
人开始刷屏，他们很多是微商，最
近一段时间，他们特别爱卖面膜。

卖面膜的朋友有一天突然
“微”我：我们一起发财吧，卖面
膜，从下线的代理费上挣钱。当
然前提是我需要先成为上线，拿
4.2万元从她手中进货，然后不停
地寻找下线……

找个借口，我马上结束了这
位朋友滔滔不绝的蛊惑之言。这
位朋友不甘心地说：“你再考虑考
虑，都是朋友，发财的机会不想让

你错过。”我只好说很少用微信，
朋友圈又小得可怜，不适合做微
商。此后，我俩再无交集，因为我
发现她将我拉黑了。

还有一位亲戚也是微商，卖
面膜，也卖其他的美容产品。同
样，她也被我拒绝入伙。她没有
问我要回之前送我试用的面膜，
也没在微信将我拉黑，却很少再
搭理我。她让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我整天看她晒单：钱赚翻
了，生活高大上了；她招来的代理
月收入突破 10 万元了……总之，
就是要让我这个有眼无珠之人悔
青肠子去吧。

我知道那些财路不适合我，
只依然安心地码我的字。我也不
会拉黑那些做微商、代购的人，我
接受他们的宣传刷屏，因为重情
的我，愿意给友情一个面子。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
没有无缘无故的财。碰到有人跟
你说“我们一起发财吧”，一定要
冷静分析，倒不是说那人一定是
骗子，而是有些财路，不一定适合
自己。 （伊尹）

结婚三年的夫妻，大概没有
不扯皮吵嘴闹别扭的，甚至动粗
武斗也不乏其人。之前花前月
下的卿卿我我，有一些朦胧，有
一点虚幻。一旦揭开这层面纱，
走到同一屋檐下，优点不再被
放大，缺点不再隐藏，日子都折
算成柴米油盐的具体价格，摩擦
自然而生。不过，这大抵属于正
常，因为一台刚刚组合的机器，
其磨合过程必然磕磕碰碰。

结婚七年的夫妻，看对方的
眼神没有先前那么凝神专注了，
有的甚至言而无声，视而不见，

“七年之痒”指的大约就是此种
情形。生活单调、压力重重、沟
通不够、感情不和、某一方不顺
或太顺，都是产生淡漠和隔阂的
原因。而关键，在于夫妻双方的
沟通与谦让，没有愿意沟通、能
够沟通的态度，没有退一步海阔
天空的胸襟，再好的夫妻之间也
会横着藩篱。

如果结婚二十年的夫妻，还
在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数落、埋
怨、指责，这类夫妻的感情大约
就如鸡肋一般，嚼之无味，弃之
可惜。除了你身体发肤受之于的
父母，谁能与你厮守二十年？只

有夫妻。二十年，相互必然给出
了足够的耐性，付出了足够的牺
牲。有什么比人给你二十年光阴
更伟大的行动呢？除了生命，无
他。所以，厮守二十年的夫妻，
可以像某段子中说的：“把对方
的优点当成太阳。”段子是这样
的，问：“你老婆有缺点吗？”
答：“有，多得就像天上的星
星。”问：“你老婆有优点吗？”
答：“少得像天上的太阳。”问：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爱她？”答：
“因为太阳一出来，星星都不见
了！”无论哪一方，常常说对方
的优点，就成了自己的优点，尤
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至于缺
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嘴巴无需像复读机一般殷勤。

四十年后的夫妻，倘若还
手牵着手在林荫道上漫步，他
们的背影一定是一道风景，值
得人们羡慕嫉妒恨。而夫妻相
濡以沫五六十年的，这种情感
则堪称与日月同辉了。近一甲
子的日子，多少事物早已改变
了初衷啊，而他们依然不离不
弃，不要说感情，这种精神就
足以感天动地。

（晏建怀）

公路边有一小村，村东头有
一家小卖店。

一辆小车从公路上驶入小
村，嘎的一声停在了小卖部门前。

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下车走
进了小卖部。

“老板，你这里有好酒吗？”
“你可来巧了，昨天县里的大

干部来村里开什么现场会，让我
特意进了一箱好酒，一瓶二百块
钱呢，刚好还剩两瓶。”年轻的店
主眨着小眼睛，笑呵呵地从柜台
底下拎出了两瓶好酒。

男青年递过四张百元钞票，
问道：“老板，你知道张老师家怎
么走吗？”

“你找张老师啊？他是你什
么人呀？”店主问道。

“张老师是我十五年前的小
学老师，我现在家在前边的靠山
屯，今天回老家，顺道想看一下张
老师。”

“哦，哦，你往东走 500 百多
米，门前有棵大柳树的就是我爸
家。”说着，店主竟把两瓶好酒又
从柜台上拿回了柜台下面。

“你咋把酒拿回去了？”“你要
找的张老师是我爸，我爸喝不惯
这好酒。”说着店主脸上竟红了起
来。

“这么巧，那你就替我选两瓶
张老师爱喝的酒吧。”

“这才是我爸爱喝的酒，两瓶
一共二百零四块，就算你二百
吧。刚才你付了四百，我再找你
两百，对吧？”店主又递回两张百
元钞票。男青年没有接，掏出两
张旧的百元钞票递给了店主，“老
板你收下这两百，把刚才那四张
新钱还给我吧，我还有别的用
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店主
一抬头，不知啥时男青年的脸也
红了。

（蒋先平）

奇妙
仔细观察某些植物的生长过

程，可以发现天地造化之奇妙，真
有个可思议之处在——人类的想象
力，其实十分有限，自然界的一切
变化和存在，几乎没有一桩不超乎
人的想象力之外的。

有些植物在过冬的时候，完全
是一段枯木，可是一到春天，枯得
像石头一样的枝体上，自然而然，
会起变化，春风吹拂，春雨浇淋，
不几天，就会有新叶冒出来，绿得
那么叫人心醉，新芽迅速长大，成
了一片叶子，即使只有三五片新
叶，本来石头一样的枯木，也就生
机盎然，充满了生命态。

即使是一株普通的野草，如果
能从头到尾，每天观察它的生命历
程，也就会发现生命是如何奇妙。
有一种极普通的，几乎到处都有的
野草，会开指甲大小，明艳非凡的
紫色的花朵，那种紫色，绝非调色
板所能调得出来的。

特别注意这种紫花，是因为它
的性格十分独特。采了一把回来，
插在一个小小的瓶中，满以为可以
插上三五天，谁知三五分钟之后就
萎谢了。

它的性格就是喜爱野生，奇妙
不？

（倪匡）

■中国作品与国外作品相比
“不差钱”，硬件上的投入甚至更多，
但是对“人”研究不够，剧作家要学
会找到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困惑点和
迷茫点。

——现在话剧观众正在年轻
化，大都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宽
阔，看过不少国内外好的文艺作
品。就中国话剧未来市场前景，编
剧过士行表示

■你怎么可能在没有亲自见
过、摸过、试过一件衣服的时候就贸
然决定购买呢？所有好衣服都有极
其复杂的结构和精密的裁剪。我希
望我的顾客每年都亲自到我的店里
来，看一看，摸一摸，我想让他们知
道，这一季我使用的是什么质感的
面料、做了哪些更贴身或更透气的
结构，这才是时装和人的对话，而不
是靠我去说的。

——日本摄影家山本耀司说

■可能有一点吧。勤能补拙。
我根本不觉得我这个人有多聪明，
但我有足够的勤奋，这是我能说的
忠告。

——美国《纽约客》刊发了特
约撰稿人亚历克·威尔金森对华人
数学家张益唐的专访。这名只于
2001年低调地发表过一篇论文的
男人，在2010年投入研究“素数
间隔”时，已经55岁了。他不需
要通讯录，也不在意职称，他讲座
精彩且毫不炫耀聪明。2013年，
当他在《数学年刊》上发表《素数
间的有界距离》并令学界惊讶时，
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讲师。采访
中，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觉得你
聪明吗？”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有时候，我们听到小石头
撞到太空船时发出的砰砰声，我
们在进入或离开阳光时，会听到
金属膨胀发出的嘎吱声。太阳能
电池板上布满了微小陨石造成的
小洞。我曾经看着一块大陨石在
我和澳大利亚之间燃烧起来，想
到这块高超音速石头可能朝我们
飞来，我就不寒而栗。

——宇航员哈罗·菲尔德谈论
太空生活

我要瘦成一道闪电，照亮
所有的胖子。

世界上本没有胖子，瘦的人多
了，也就有了胖子。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他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
一定是天使，他可能是鸟人。

世界上唯一不用努力就能往
上涨的只有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