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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
老人得肺癌住院，家里几

乎掏空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家
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受着病
痛的折磨。

老人临走前的一晚，将孙
子叫到床前，小心地从怀中掏
出一本存折，小声对孙子说：这
是我留的一点私房钱，就知道
那傻老婆子会把自己的养老钱
拿出来给我看病，这钱是我偷
偷藏的，等我走后就留给她养
老吧…… 据搜狐网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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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

好心没好报
刚才经过小区门口，看到

三个保安正抓住一个小偷暴
揍。我这人心软，就说：“几位，
别打太厉害了，送派出所就行
了！”保安就停手了。

小偷冲我嚷：“别管我，你
快跑！不是让你拿东西快跑
吗？”保安松开小偷就把我摁地
上了，而那个小偷嗖一下就没
影了…… 据《喜剧世界》

意外状况
听说何叔爱打麻将，大刘

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
输钱给他，一来二去就和他成
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
有一天，大刘向他道出实情：

“何叔，我喜欢你家婷婷，你就
同意我们在一起吧！”

何叔听了直摇头：“不行，
不行！”

大刘：“为什么？您放心，我
会对她好的！”

何叔：“你是不知道，我闺
女跟她妈一样，管钱可紧了，等
你们在一块，你还有钱跟我打
麻将吗？”

据《民间故事》

误会一场
清明节晚上，我在国道旁

等朋友来接我去上夜班。这时，
发现忘带钱了，于是让家人送
钱过来。国道旁有个墓地，一些
人在烧纸。一个大爷看了我一
眼，问道：“小伙子，有打火机
吗？”我摇摇头说：“没有。”

看我在徘徊，大爷又问：
“你在干吗呢？”

我有点不耐烦：“在等家人
给我送钱呢！”

大爷听完，没说话，匆匆走
了。走了十几米后，夜色中的大
爷居然跑了起来。

我一下恍然大悟，大喊：
“哎，大爷，听我解释。”

据《幽默与笑话》

张大妈在老城区有一套房子常年出租，
这天，有个租客给张大妈打电话，要看房子。
双方约好在出租屋见面，租客是个年轻姑
娘，她看好了房子，说要租住一年，但她刚参
加工作，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跟张大妈商量，
房租能不能一个月一交。

张大妈本不想同意，但看姑娘穿得干净
利索，说得也挺可怜，就同意了，只是提出了
一个要求：不能把房子搞得脏乱不堪。

姑娘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把
这儿当成自己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如果你
发现卫生不好，随时都可以把房子收回。”

于是，两人签了租房合同，张大妈得知
姑娘名叫吴倩倩。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张大妈上门找吴倩
倩要下个月的房租。让张大妈高兴的是，吴
倩倩没有食言，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玻
璃、瓷砖都擦得锃亮锃亮的，窗台还摆上了
净化空气的花草。像吴倩倩这样干净讲究的
房客很难遇到啊！张大妈一高兴就少收了一
百元房钱。

第二个月，张大妈又上门收房租。她敲
了老半天门，睡眼朦胧的吴倩倩才开了门。
进了屋，张大妈吓了一跳，只见屋里完全变

了样儿，垃圾、脏衣服扔了一地，窗台上的花
草都蔫了……她生气地问：“这是怎么了？怎
么这么脏？”

吴倩倩十分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妈
妈住院了，我忙得焦头烂额，连觉都不够
睡……你放心，今天就打扫！”她边说边捡拾
地上的垃圾。

原来是事出有因。看来吴倩倩是个十分
孝顺的孩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妈妈，没有
时间打扫卫生也说得过去，情有可原！她又
像上次一样，少收了一百元房租。

吴倩倩十分感激地保证，马上恢复原
样，下不为例。

两天后，老城区的一个老邻居给张大妈
打电话，说从乡下带回一些香瓜，让她过去
拿。张大妈拿上香瓜往家走，路过出租屋时，
想起吴倩倩，打算给这个孝顺的孩子送几个
香瓜。

让张大妈没想到的是，开门的竟然是个
中年男人，他问张大妈找谁。张大妈说自己
是房东，来给吴倩倩送香瓜。

中年男人笑着把张大妈请进屋，自我介
绍说：“我是吴倩倩的爸爸，她跟我们说了，
你前两天来看卫生，不太满意……以前，每
隔两三天，我妻子就会过来打扫一次，真不
好意思，前些日子我妻子住院了……你放
心，今后我们一定会及时来打扫。”

张大妈不敢相信地问：“听吴倩倩说，父
母家在郊区，坐车到这里要三个多小时，你
们跑这么远来帮她打扫卫生？”

吴倩倩的爸爸点点头，有些奇怪地说：
“对啊！”

“吴倩倩在哪儿？”张大妈生气地问道。
吴倩倩的爸爸不好意思地说：“她还没

起床……”
“我不找她了。”张大妈气呼呼地转身就

走，香瓜也不给了！ 据《故事会》

低矮的草房，斑驳
的泥墙。她花白的头
发，在阳光下闪亮。

老花镜下，细纱扩
放，捉针走线，绣花鞋
垫，一双又一双。

炊烟起，燃烧孤
独的念想。儿啊，你
怎么总在远方，你为
啥总是忙？

电话骤响，她摸
索着接听，熟悉的声
音响在耳旁，一遍一
遍，儿在大声地讲，她
在大声地“啥”。

电话的盲音，在她
的眼里流动着失望。

她不甘心地再次

回拔：“儿啊，我绣了好
多鞋垫，你回来取吧。”

“算了，娘。我用不
着，也好忙。”电话再次
中断。她一声长叹，几
许迷茫。

春节，儿终于回
到家乡。她拿出鞋垫，
欲给儿子垫上。

长盖的裤管下，
一双假肢，刺痛了她
的目光。

娘，别难过。我救了
一个小天使。你曾说，好
人平安，好人命长。

鞋垫上的花，鲜
亮，鲜亮……

据《小小说选刊》

结婚五十年后，她的丈夫
去世了。

这位悲痛欲绝的老妇人选
择了一块花岗岩墓碑打算摆在
两人早就预订好的合葬墓地
前。她要求在这块墓碑上刻上
两人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要
把结婚戒指镶嵌在两人名字中
间，并刻上他们的结婚日期。

这块花岗岩墓碑终于在规
定的时间到来之前做好了，我
们打电话通知老妇人，告诉她
墓碑已制作完毕。老妇人说她
很想在墓碑送到墓地前，先到
店里看看。为了让老妇人看得
更清楚，店里的工作人员用吊
车将这块墓碑吊起来。可是在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块
墓碑竟然从吊车的绑带上滑落
下来，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我们惊恐万状，就在我们
惴惴不安地商量着如何重新再
做一块墓碑时，老妇人来到店
里，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眼巴巴
地站在那里，想看看她精心挑
选的那块美丽的墓碑。我们所
有人都失去了方寸，尽管我们
知道不应该说谎，可我们打心
眼里不想让一个情感上遭受重
创、已经很悲伤的老妇人雪上
加霜。我们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但还是把事情的经过向她和盘
托出。我们原以为她会大发雷
霆、泪流满面，但我们压根都没
想到会听到笑声！当看到花岗
岩墓碑刚好被摔成两半时，先
前冷若冰霜的老妇人顿时变得
乐不可支，紧接着传来了发自
内心的爽朗笑声！

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老
妇人止住笑声，向我们解释道：

“在五十年前的那场婚礼上，我
和我丈夫庄重地共同拿起一把
刀准备切蛋糕，就在那一瞬间
蛋糕突然开裂，变成了两半。”

“这的确是惊人的巧合！”
老妇人继续说道，“同样的一
幕今天又出现在这块墓碑上。
作为最后的礼物，我一直想送
给我丈夫一件特别的东西，这
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就像这五
十多年来我们共同经历过的
岁月一样，此时此刻，我似乎
能感觉到我丈夫正在陪着我
畅怀大笑。” 据《新民晚报》

干净的出租屋

绣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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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 她早上去菜场买
菜顺便买了一把栀子花
回来，走进电梯，又闻到
了一股呛人的烟味。她
一直讨厌烟味。

这电梯里明白
警示“禁止吸烟”，可
有些人就是视而不
见，非得在电梯里抽
烟，真是素质低下！
她一边在心里指责那
个不自觉的烟鬼，一
边从袋子里取出几朵
扼子花来，前后左右
扫视了一番，终于找
到了一个放置的地方。
顿时，栀子花的芳香冲
淡了难闻的烟味。

中途，又有几个人
进电梯。闻到了栀子花
的清香，他们看着她
说：“好香哦！是哪位放

的花？真是个有情趣的
人啊！”

她朝他们笑笑，也
不接话说她就是那个
放花的人。

下午，她下楼，进
了电梯，却发现花没
了。她在心里说，真是
林子不大却也什么鸟
都有，几朵小花竟然
也有人贪！

第二天早上她去
菜场买菜的时候顺便
又买了一把栀子花回
来，她打算再在电梯

里放几朵。走进电梯，
她惊喜地发现那个地
方已经有人放了几朵
栀子花。洁白的花瓣上
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
她开心地笑了。

据《小小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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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从年轻到

白头，下了一辈子的棋。

上世纪60年代，父
亲在部队服役。探亲
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母
亲。父亲退役后到上海
工作，母亲也到了上
海。父亲是个棋迷，
闲暇时间，便教母亲
下围棋。母亲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两个
人就你来我往地对
弈起来。

快乐的日子只
过了半年多，母亲在上
海待不下去了。姥姥生
病了，身边只有年龄尚
小的小姨，她还支撑不
起那个家。姥姥想让母
亲回去。母亲支支吾吾
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很
久没有说话。母亲知道
父亲不愿离开，能留在
上海是多少人的梦想
啊！一时间，去留成了
家里最敏感的话题。

一天晚饭后，父亲

对母亲说：“这样吧！咱
俩下一盘棋，我输了，
就跟你走！”母亲说：

“不得反悔！”母亲执黑
先行，决心要赢，下得
格外认真。无奈一步错

步步错，一条大龙被
父亲围住。母亲利用
打 劫 ，试 图 扭 转 战
局。这时父亲却犯了
一个低级错误，让母
亲的大龙做活了。父
亲“挣扎”了一番，见
大势已去，只好投子

认输。
一个人生的重大

决定就由一盘棋决定
了。父亲把工作关系转
到了老家县城，单位离
姥姥家3公里行程。下
班后，就帮着母亲照顾
姥姥。

几十年过去了，说
起当年离开上海的故
事，父亲只是嘿嘿一
笑。母亲却说：“谁会傻
到用一盘棋的胜负决
定一辈子的大事。”

其实，母亲什么都
明白。据《特别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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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一位老人
和他二十五岁的儿子
坐到座位上，火车马
上就要开了，旅客们
各就各位。火车刚一
开动，年轻人就感到
欣喜若狂。他坐在窗
户 旁 ，把 手 伸 到 窗
外，享受着风从指缝
间穿过的感觉。过了
一会儿，他喊道：“爸
爸你看，外面的树都
在往后跑。”老人带着
微笑注视着儿子，分享
着他的快乐。

一对夫妻坐在年
轻人旁边，夫妻两人听
到了父子之间的对话，
看到这个二十五岁的
年轻人行为举止居然
和小孩子差不多，他们
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忽然，年轻人又大
声地喊了起来：“爸爸，
快看那些水塘，还有牲
口。哈哈，云彩跟着我
们火车跑！”

夫妻两人尴尬地看着
这个兴奋不已的年轻
人，脸上露出了不以
为然的神情。

开始下雨了，雨

点透过车窗打在年轻

人的手上。他先是快

活地闭上双眼，在心

里默默地感受着这一

切，然后又惊喜地朝

老人叫道：“爸爸，下

雨了，你快看，雨点都

打到了我手上！”

夫妻两人终于按
捺不住，他们询问老人
为什么不带他的儿子
去看医生。

“我们刚刚出院，

今天是我儿子平生第
一次能够用眼睛看见
这个世界。”老人对他
们这样说。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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