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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笺
郭其健

上个月， 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了几次餐，每
次都让别人掏钱。 我想，下次聚餐时该我买单
了。 不过，我老婆最反对我在外面吃吃喝喝，说
我净交些酒肉朋友，所以，在经济上把我封得
死死的。 正巧，昨天公司发了八百元奖金，我琢
磨着上交老婆六百元，留下二百元私房钱。

我老婆很精明， 经常会搜查我的衣裤口
袋，所以，一定要把私房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
方。 我思量了半天，决定把钱夹在书籍中。 于
是，我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把二百元钱夹了
进去。 这时，碰巧被我儿子看见了，他好奇地
问：“爸爸，你怎么把钱夹在书里呀？ ”我搪塞
道：“当书笺呀。 ”“哦”儿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晚上，儿子临睡前，老婆给儿子念故事书。
念完一个故事后，老婆说：“好了，该睡觉了。 ”
儿子忙说：“妈妈，快拿一张红钞票来，夹在书
里。”老婆不解地问：“夹什么钞票呀？”儿子说：

“我看见爸爸就是把钞票夹在书里的， 还夹了
两张呢。 ”

冰糖葫芦
吴汉玲

昨天，我带儿子到街心公园玩耍。 这时，来
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稻草把子上插了一圈冰
糖葫芦， 边走边吆喝：“好甜的冰糖葫芦哟，不
甜不要钱哟！ ”儿子看着冰糖葫芦，直往下咽唾
沫。 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对我说：“爸爸，给
我买串冰糖葫芦吧。 ”我看卖冰糖葫芦的人
穿着脏兮兮的， 担心冰糖葫芦不卫生。 于
是， 我说：“这种街上叫卖的冰糖葫芦有细
菌，吃了会拉肚子的。 ”儿子睁着圆圆的大眼
睛，问道：“吃了马上就会拉肚子吗？ ”我随口答
道：“当然了，一会儿就会拉肚子的。 ”

卖冰糖葫芦的在附近停下来，不少人围上
去买。儿子见别人买了，嘴更馋了。但是，他又
害怕拉肚子，所以，也就不提吃冰糖葫芦的
事了。 过了半天，儿子对我说：“爸爸，这个
人卖的冰糖葫芦很卫生。 ”我奇怪地问：“你
怎么知道？ ”儿子一脸认真地说：“我注意看
了，那两个小妹妹吃了一串，好半天也没去上
厕所嘛。 ”

如此收费
刘新明

前几天， 柳溪的车在小
区被蹭了， 便到小区物业查
看监控。 由于摄像头的分辨
率低， 只能看清是一辆黑色
轿车，无法看清车牌号，柳溪
只好放弃， 自认倒霉了。 晚
上，收物业费的人去了他家，
柳溪非常生气， 对他们说：
“你们就知道收费，车蹭了都
查不出来，跟你们明说吧，要
是不把这辆车给查出来，我
今年的物业费肯定不交。 ”
“那你把前两年欠的交了
吧？”收物业费的说。“只要你
们把这辆车查出来， 以前的
物业费我一分不差。”柳溪斩
钉截铁地说。 收物业费的人
觉得无理，只好无奈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物业办公室
给柳溪打来了电话，说那辆车
找到了。 柳溪来到小区物业，
通过和车主协商，获得了 300
元的赔偿。柳溪刚要离开物业
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辆车
找到了， 你的物业费得交了
吧？ ”既然柳溪把话都说出去
了， 只好把近三年的物业费
1650元全部交齐。

有一天晚上， 柳溪下楼
溜达， 听见楼下的两个人在
聊天。 一个人说：“听说小区
有人以摄像头不清晰为由拒
交物业费， 但前几天出现的
蹭车事件， 却很容易就把蹭
车的人找到了。 ” 另一个人
说：“我一个亲戚在物业工
作， 他说那辆车是物业故意
蹭的，因为业主不交物业费，
物业才想出如此下策， 把拖
欠的物业费都收上来了，不
过物业把不清晰的摄像头也
都更换了……”

柳溪听得目瞪口呆，半
天才缓过神来，叹了口气 ，
自言自语道：“唉， 真是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呀，以后这物
业费还真不能拖欠了。 ”

宽容也是一种鼓励
王纯

去年到五台山旅游，旅行社给我
们安排了一位导游。 这位导游出现在
我们面前时，大家都露出了怀疑的眼
神。 她太小了，简直就是一个稚气未
脱的孩子。 她自我介绍说：“大家好！
我姓王，大家叫我小王吧！ ”最后三个
字她说的很重， 惹得我们哄堂大笑。
小王满脸通红，接着说：“我今年刚毕
业，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车上，小王要给我们介绍行
程安排。 她开口说：“我们这次的行程
是这样安排的……”接下来竟然忘词
了，停在那里不知所措。 有人调侃：

“我叫不紧张！ ”大家又哄堂大笑。
这时， 车上的一位老者说：“小王
太年轻了， 看着和我孙女一般大。
没事，姑娘，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大
家听了老人的话，都不做声了。 眼前
这个青涩的女孩肯定是第一次做
导游工作，她又紧张又激动，一切
对她来说都是生疏的。 谁没有从
这样的阶段走过？ 我们也曾像小

王一样满心忐忑，又满怀憧憬，怕自
己表现得糟糕，又希望自己做得好一
些。

大家都开始耐心等待小王的讲
解。 小姑娘终于放下羞涩，讲了起来。
讲着讲着，她会突然卡壳，转着眼珠
想下面的词。 看着她稚拙的样子，我
想到了我的学生。 他们有时在课堂上
回答不出问题来，挠着头，转着眼珠，
尴尬得不知所措，我会对他们说：“别
着急，慢慢说！ ”我在心里也默默对小
王说：“别着急，慢慢说。 ”小王接着讲
我们要到的几个寺庙，还有每到一处
的注意事项。 车上安安静静的，大家
都在认真听她讲。

因为大家的宽容，小王显得自如
了很多。 到了目的地，她带着我们一
行人到了镇海寺。 她讲完以后，让大
家自由活动一会儿，但是她忘了告诉
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 结果，有的人
半个小时后还没到车上。 小王像小学
生一样低着头认错：“都怪我没组织

好，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对不起。 ”说完，
还向我们鞠了一躬。 大家都说：“没事没
事。 ”

两天的时间，我们在小王的带领下，
玩得很开心。 不过还是出了不少状况，什
么没有到约定的地点集合， 车子绕远等
等。 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宽容了小王。
回来的途中， 小王拿出意见簿让大家填
上对导游的意见。 她满脸歉疚地说：“由
于我的经验不足，给大家造成了很多麻
烦，大家尽管把意见写上就是了。 ”意
见簿传到我手上，前面已经有很多评
语了。 大家无一例外都夸小王热情，
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我也写上了“非常
满意”。

今年， 我又去旅游， 再一次看到小
王，她已经蜕变成一个成熟干练的导游。
她满脸的自信，讲解流利，还不时穿插些
小幽默。 小王很热情地拥抱了我， 然后
说：“姐，感谢你们那次对我的宽容。 你们
的宽容，是对我的鼓励。 如果没有你们，
我可能早就不再做导游了！ ”

怎样才高兴
七岁的小女儿豆豆要过生日了，今天放学回来后，她高兴地问我：“妈妈，明天就是

我生日了。 ”
我把她拉坐沙发上，问：“好女儿，那你明天的生日打算怎么过？ ”
小女儿豆豆想了一下说：“妈妈，我想您怎么高兴就怎么过”
我开玩笑地说：“只要省钱妈妈就高兴。 ”

（段子）

疯狂暑假班
钱永广

暑假到了， 我参加完学生
家长会， 在学校门口正准备骑
车回家， 迎面被一个笑盈盈的
姑娘拦住了去路。 她一边递给
我一张宣传单，一边口吐莲花，
对我说：“我是助您成功辅导中
心的， 聘请的教师全是本市一
流学校的专家名师， 如果你想
把孩子成绩再提高一步， 请你
一定到我们暑假辅导班来。 ”

这年头， 我在街头接过的
宣传单， 比我手头的钞票要多
得多。我不屑一顾，把宣传单往
自行车篓子里一丢说：“我儿子
文化课的成绩很好， 平时学习
紧张， 暑假里我只想让他放松
放松。 ”

她听了稍一停顿， 脸上像
开了一朵花，笑着又说：“是啊，
是啊，现在孩子学习太紧张了，
你可以让他来我们这儿的音乐
辅导班， 音乐可是让人放松的
神奇灵丹呢。 ”

她脸上的笑容一直像花一
样绽放着，我欲走不能，可我又
不能生硬回绝她， 只好说：“我
儿子对音乐兴趣不浓， 我想让
他多参加一些活动放松放松，
还可锻炼一下身体。 ”

没想到，我还未说完，她就
咄咄逼人地说：“你和我们想到
一块去了， 孩子平时学习坐得
久了， 对身体不好， 考虑到这
点，我们中心专门设立了游泳、
乒乓球、滑旱冰等项目。为了发
展体育，为了你的孩子，请您留
个姓名和电话号码吧。 ”说完，
她就向我递来纸和笔。

我一看，晕了，不能和她再
谈了，于是，我急中生智，连忙
摆摆手， 对着远处的一群陌生
人喊：“喂，等等我，等等我！”我
一边喊，一边赶快逃走，可我走
得很远了， 背后还传来她的声
音：“一定要来噢， 你上哪款暑
假辅导班,我们的暑假辅导班，
总有一款适合你……”

防不胜防的老爸
今年我高三了，这周好不容易放假回家，老爸让老妈做几个硬菜，老爸看了看我，很

有感慨地说我长大了，然后拿出酒来，在我面前也放了一个杯子。
老爸给自己倒酒之后，又给我倒了一杯酒，我们开始小酌起来，喝到一半的时候，老

爸又从兜里拿出烟来，递给我一支烟，老爸自己开抽之后，又给我点上了。
看着满头白发的老爸，我心里一酸，知道老爸要给我讲人生的道理，赶紧抽上了，这

时候，老爸突然给了我一个嘴巴子，然后气呼呼地说：“你班主任不久前来电话了，告诉我
你学会抽烟喝酒，我知道你嘴硬不会承认，现在还有啥说的。 ” （任万杰）

异口同声
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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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损
刘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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