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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开了一家
小公司，最近谈了
一笔生意，眼看就
要签约了，客户突
然 提 出 了 一 个 要
求，要实地考察一
下他的公司。这让
周明犯了愁，因为
他租的办公楼十分
寒酸，很难过得了

客户的考察关，要是因此损失了
这单业务，岂不是亏大了？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周明突
然想到了一个朋友，此人名叫陆
梓叶，因为头脑活络，门路又多，
所以被人戏称为“野路子”。

周明赶紧通了电话，“野路
子”得知原委后，把胸脯拍得“嘭

嘭”响：“兄弟，你的事就包在老
哥身上，我来帮你撑门面。”

隔了一天，“野路子”把周明
领到一个高档的商务楼里，指着
一大片刚刚装修好的办公区，
说：“你看那是什么？”周明抬头
看去，只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
上面竟写着自己公司的名字，他
不禁一愣。

“野路子”告诉周明，这家新
装修的公司，是自己的哥们开
的，尚未正式营业，昨天，他去求
援，要“临时征用”此地作为周明
的办公区，对方慨然应允。“野路
子”为了把工作做细，还连夜赶
制了这块牌子，周明闻言，感动
得舌头都打了结。

几天后，周明将客户刘总领

进了这幢商务楼，此时，“野路
子”已衣冠楚楚地候在门口了，
今天，他也有任务，周明看他大
腹便便，很有老板气质，便让他
装扮公司的总经理。

“野路子”果然气场十足，三
下两下就把刘总唬住了，在他的
引领下，刘总参观了公司的角角
落落，不时露出赞许的微笑。

“野路子”说到兴奋处，唾沫
星子乱飞，他说：“小周，刘总来了
这么久，你怎么不去倒水，快！”

周明白了一眼“野路子”，心
中又好气又好笑：“这小子真把
自己当个人物了！”不过，想到这
笔生意马上就有着落了，心中也
很是欣慰。

考察完了，刘总十分满意，

说：“今天确实不虚此行，贵公司
实力雄厚，我决定同你们合作！”

周明和“野路子”一听，心里
乐开了花。这时，刘总话锋一转：

“不过，在签约之前，我还有个小
小要求，希望你们配合。”

“您太客气啦，尽管吩咐就
是了！”

刘总一脸正色地说：“最近，
我在同一家跨国大公司谈合作，
对方老总想实地考察一下我们
公司的情况，不过，我们公司正
准备搬迁，办公环境很乱，实在
有损形象，所以，想请你们帮个
忙，临时借用贵公司的场地，应
付一下客户，撵撑门面。”

周明和“野路子”一听，顿时
一阵眩晕…… 据《小小说月刊》

母亲难得来一次，我带她打
的前往“狼牙山”风景区游览。下
车时，母亲看见我给了司机50元
钱，就对我说：“怎么要给这么多
钱？”我说：“不多，这已经是便宜
的了。”母亲嘟哝说：“ 50 元钱够
我半个月生活费了。”

下车后，我去买门票。母亲
又问我：“又要多少钱？”，我怕母
亲心疼，就随口说：“不多，每人
也就 30 元。”母亲听后还是惊叫
起来：“唉，十斤鸡蛋又飞了！”

从“狼牙山”景区出来后，母
亲无论如何不肯坐车了，她要我

和她走路回家。从景区回家至少
有十多公里。于是，我还是叫了
一辆的士。母亲就生气地自己走
了。我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
最少要 35 元。我预先付钱给司
机说：“师傅，等一会见到我母
亲，你就说只要 5 元钱。我母亲
心疼钱，死活不肯坐车。”司机愣
了一下才说：“那好吧。”

我叫母亲上车，母亲却要我
下车。司机说：“大妈，您快上来
吧。我是顺路捎你们回去的，只
收5元钱。”母亲听说司机只要5
元钱，这才上了车，一个劲地谢

司机。
一路上，司机跟母亲说话，

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时，还亲自给
母亲打开车门。等母亲下了车，
进了家后，司机又把我叫回到车
边，将车资35元钱还给我说：“这
钱，你拿去买点好吃的给大妈吃
吧。”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什
么不收车钱？”司机说：“因为你
的母亲太像我的母亲了。我母亲
也是心疼钱，不肯坐车。”我问：

“你母亲还好吧？”司机喉咙哽咽
着说：“他走路回家时……”

司机此时眼里已经涌满了
泪水，默默地开车走了。那35元
车钱，我至今还像对待珍贵礼物
一样保存着。据《小小说大世界》

设计师刘雪飞经常到非洲
出差，深深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
不易。那里没有自来水系统，大
部分人需要打井取水。而电力设
备的缺乏，使人们只能费劲地用
手动压水机来将水从地底抽起。
刘雪飞很想帮他们做点什么，可
怎样才能让他们更方便、省力地
取水呢？他陷入了思考。

一天，刘雪飞散步时，看见
两个孩子坐在跷跷板上玩耍。虽
然跷跷板只有简单的支架和一
根木桩，但随着它的一高一低，
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快回来帮我打点水，浪费
这力气还不如帮我干点活呢！”
一个母亲对着孩子嚷嚷道。看着

孩子离去的背影，刘雪飞脑子里
突然灵光一闪。

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刘雪飞
设计出了一款“跷跷板压水机”，
相当于将手动的压水机把柄延
长为跷跷板。如此，便可以让孩
子们在游戏之间，把水从地底抽
上来，既不耽误孩子玩耍，又替
父母做了事情。

刘雪飞的这款“跷跷板压水
机”获得了2017年的“iF设计奖”。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其
实，真正的设计不需要有多么强
大的科技支撑，只需要多一点悲
悯和关怀，多一点用心和观察，
就能给人们带来真正有用的设
计。” 据《故事会》

一位着装精致的老太太，
总是一个人来到伦敦的路堤地
铁站。列车来了又走，她也不上
去，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站台
的长椅上。只有当广播中响起

“mind the gap”（请注意脚下
安全）时，老太太的脸上才会浮
现出一抹微笑。这个声音，对她
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她
已逝丈夫的声音……

老太太名叫玛格丽特，而
她已逝的丈夫劳伦斯，年轻时
曾当过演员，也就是在那时，他
为伦敦地铁北线录制了警示语

“mind the gap”。
那些年，玛格丽特的家就

住在北伦敦，几乎每天上班都要
坐地铁北线，时常能听到地铁站
里响起劳伦斯录制的那句警示
语，但对当时的玛格丽特来说，
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广播。

此后，机缘巧合，两人在一
艘邮轮上相遇了。不久，他们便
坠入了爱河，渐渐成为彼此生
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随
着两人年纪越来越大，劳伦斯
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最终因病
离开了人世。

丈夫过世后，玛格丽特总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件

事，能带给她些
许安慰，那就是
去地铁站，听听
丈夫的声音。

起初，地铁北线的很多地
铁站都能听到劳伦斯录制的这
句警示语。但是，随着地铁站广
播系统的升级，最后，只剩下路
堤地铁站还在播放。不过，对玛
格丽特来说，有一个就够了。列
车来了又走，广播播了又播。旁
人听着冷冰冰的一句话，却是
玛格丽特最温暖的慰藉。

可是，有一天，路堤地铁站
也不再播放她丈夫的声音了。
于是，玛格丽特写信给伦敦交
通局，询问是否可以拿到丈夫
这句警示语的录音。伦敦交通
局的工作人员被她的故事打
动，不仅为她找到了劳伦斯的
录 音 ，还 决 定 给 她 一 个 惊
喜——— 恢复路堤地铁站的旧广
播。当玛格丽特再次在地铁站
听到那句熟悉的“ mind th e
gap”时，她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一句普通的话语，会因爱
情而显得格外动人；一则好的
故事，也会因人们心中美好的
情感而显得愈发熠熠生辉。

据《故事会》

设计师的悲悯之心

赵子豪做生意发了财，
在郊区买了块地，盖了栋三
层的别墅，花园泳池很气派，
后院更有一株百年荔枝树，
当初买地就看中了这棵树，
谁叫他老婆喜欢吃荔枝呢。

装修期间，朋友劝他找个风
水先生看看，以免犯煞。原本不怎
么信这套的赵子豪，这次居然表
示赞同，专程去香港请了个大师。

大师姓曹，从事这一行三十
余年，圈内很有名气。

在市里吃过饭，赵子豪开车
载着曹大师前往郊区。一路上，后
头有车要超车，赵子豪都是避让。

曹大师笑道：“赵老板开车
挺稳当呢。”赵子豪哈哈一笑：

“要超车的多半有急事，可不能
耽误他们。”

行至小镇，街道远比市内要
狭窄，赵子豪放慢了车速。突然
一名小孩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
来，赵子豪一脚刹车堪堪避开，
小孩笑嘻嘻地跑过去以后，他并

没有踩油门前行，而是看着
巷子口，似乎在等着什么，片
刻，又有一名小孩冲了出来，
追赶着先前那名小孩远去。

曹大师讶然问，“你怎么知
道后头还有小孩？”赵子豪耸耸

肩，“小孩子都是追追打打，光是一
个人他可不会笑得这么开心。”

曹大师竖起了大拇指，笑
道：“有心。”

到了别墅，刚下车，后院突
然飞起七八只鸟，见状，赵子豪
停在门口，抱歉地冲曹大师说
道：“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

“有什么事吗？”曹大师再次
讶然。“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摘
荔枝，我们现在进去，小孩自然
惊慌，万一掉下来就不好了。”赵
子豪笑着说道。

曹大师默然片刻，“你这房子
的风水不用看了。”这次轮到赵子
豪讶然了，“大师何出此言？”

“有您在的地方，都是风水
吉地。” 据《雪球周刊》

打的
山姆给妻子发了一条信

息：亲爱的，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早上在办公室附近被车撞
了，现在在医院里，是莎伦把我
送到医院的。医生给我做了检
查，还照了X光，他们告诉我，
我头上的伤并无大碍，不会有
什么后遗症，不过，我断了两根
肋骨，左臂也骨折了，一条腿未
能幸免，这条断腿至少要三个
月才能完全康复。真对不起，一
直让你担心！

妻子立刻回复：莎伦是谁？
据《小小说月刊》

舍本求末

我初中时暗恋同桌
很久，有次看她在折星
星，便问她：“你这是准备
折给谁啊？”

同桌笑着说：“我要
送给喜欢的人。”

毕业那天，同桌送给
我一只毛茸茸的熊玩偶。

我抱着这只熊玩偶，心里
想的却是：她折的那些星星不
知道送给谁了呢？

许多年过去了，我娶妻
生子，那只熊玩偶也丢给儿
子玩了。

有一天，顽皮的儿子
不小心把熊扯烂了，里面
满满的全是星星，都掉了
出来。

妻子莞尔一笑，说：
“你看，当年我的手工还不错
吧？”

据微小说网

墙 下
他高中时沉迷网络游戏，

经常半夜翻墙去网吧。
有天深夜他又去翻墙，爬

到墙头向外一张望，立即回身
向宿舍飞奔。

同学见他神色异常，问他
怎么了，他却什么也不说。

从此，他竟戒了网瘾，认
真读书。学校里盛传他那天晚
上见鬼了。

后来他考上名校，昔日同
学又问到这件事。

这时，他才说出真相：那
天翻墙时，他的父亲来送生活
费，舍不得住旅馆，在墙下坐
了一夜。

女 鬼
女友车祸身亡以后，他悲

痛万分，用尽所有办法，终于
找到途径能再见她一面。

他像过去约会那样，理了
发、熨了衬衣，心中有千言万
语想要倾诉。

不料，他见到的却是一个
模样吓人的女鬼，张开血盆大
口直扑过来，非常恐怖，吓得
他落荒而逃。

女鬼站在原地俏皮地笑
了，仿佛放下了一件心事：“笨
蛋，这回吓得你不敢再想我了
吧。要好好活着啊……”

灯 泡
屋里的灯泡突然灭了，我

仔细检查了一下，灯泡接触良
好，钨丝也没有断。

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
了两下又灭了。

我问：“灯泡，你怎么了，
不开心吗？”

灯泡回答：“等会儿再亮
吧，有只蛾子在窗外看我好久
了。”

我说：“那不挺好？她是看
上你了吧。”

灯泡说：“我不是火，别让
她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功 夫
爸爸问：“儿子，你觉得爸

爸壮吗？”
儿子答：“壮！”
爸爸又问：“你觉得少林

功夫厉害吗？”
儿子说：“厉害！”
爸爸说：“如果我剃成光

头，去练少林功夫好不好？”
儿子拍手笑道：“好！”
第二天，儿子看到爸爸

真的剃了个光头，高兴地说：
“爸爸加油，一定要练成功夫
高手！”

那天，是爸爸准备接受化
疗的前一天。

记 忆
小时候妹妹生了场病，只

能记住四个人——— 父亲、母
亲、我，还有她自己。

在妹妹 16 岁生日那天，
我对她说：“如果你有了喜欢
的人，就把我忘了，把那个人
和爸妈一起记在心里吧。”妹
妹笑着说：“我才不会呢。”

后来妹妹谈了恋爱。有
天，她牵着男友找到我，带着
哭腔问我：“哥哥，我是谁啊？”

据《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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