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送短信 原创幽默短文内容+署名
至 106287871702 （免收信息费）
咨询：96709101
（特别说明：近期由于技术方面的原
因 ，移 动 用 户 无 法 发 送 至
106287871702 ，因此特设邮箱 zhshqwl
@163 . com 接收投稿，请邮件中一并
附上作者的手机号码和真实姓名、地
址、邮编）

“生 活广记”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记录小人物的生存状

态、悲欢离合。

稿件要求：语言老辣犀利，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性，使读者莞尔一笑后，

能感悟到生活的苦辣酸甜。

投稿信箱：li_haobing@163 . com

文/曲征

一天，我去找朋友大刘办事，恰巧
在他单位门口遇到了他。我一问才知
道，大刘感冒很严重，要去医院。于是，
我就主动要求陪他去。

到了医院门诊，大夫先给大刘测
了测体温，然后问大刘：“你带了多少
钱？”大刘说：“我来得匆忙，一共才带
了几十元钱。”

一听大刘说带的钱不多，我忙对
大夫说：“不要紧，我带了几百元钱，先
替他垫上！”大夫高兴地看了我一眼，
便刷刷刷地开起检查单子来，一会儿
就开了好几张，又是 B 超，又是 CT ，
又是验血，又是验尿。

我陪着大刘折腾了一上午，检查
结果终于出来了，原来大刘就是流感，
后来大夫又给他开了一堆药。

在回家的路上，我为自己及时地
帮助了大刘感到高兴，就对大刘说：
“我垫的钱就当是给你买营养品了，你
不用还了！”

大刘却沮丧地说：“其实我也带了
几百块钱，只是怕大夫乱检查乱开药，
才说只带了几十元钱。现在，一些大夫
是看病人有多少钱，才依着你的钱来
看病的。”

啊？原来我是帮了倒忙。

帮倒忙

文/杨福成

一天我坐公交车上班
时，当公交车到了全民健
身中心那一站，上来了两
位乘客，一位三十来岁的
女士，一位五六十岁的老
先生。

车上的人虽然不多，
但没有空座，也没有人站
起来给那位五六十岁的老
先生让座。

不一会儿，车到了下
一站——— 泉城公园北门，
有人下车了，那位三十来

岁的年轻人占了一个座，
却让给了这位五六十岁的
老先生。

老先生坐下后，就开
始对旁边的人大发牢骚：
“我经常出国，在美国、加
拿大这些文明的国家，公
交车上的老弱病残孕专
座，即使没有老弱病残孕
的乘客上车，都是空着的，
没有人会去坐。如果车里
坐满了，有老人上车，坐着
的年轻人立马就会站起来
让座。我们国家是‘重男轻
女’，而在美国、加拿大，是

‘重女轻男’。在公交车上，
如果有女乘客上车，别说
年轻的男人会起来让座，
就是老年乘客也得起来让
座。我们中国人是啥素质
啊？老年人上了车都不给
让座！中国人的素质太低
了……”

就在此时，在这位愤
愤“演讲”的五六十岁的老
先生身边，就站着两位女
乘客：一位三四十岁，一位
七十多岁。

我们中国人是啥素质
啊？还是先问问自己吧！

素质

两个都拆掉

短文要求：“掌上青未了”主张
以幽默小段的形式，对生活原生态
进行即情、即景、即时的原创性场景
描述。栏目参考：市井百态、童言童
趣、啼笑皆非、街头陷阱、小民有难、
家长里短、我的大学、夫妻兵法等。
篇幅２００字以内为宜。稿件见报后，
请作者与编辑联系，电话 0 5 3 1 -
85193065 ，或发送短信（作者的真实
姓名、地址、邮编）至 106287871702 ，
以便邮寄稿费。

月票

文/邱白(136****8367)
上高中时，我每天坐公交车上

学，那时公交车还不能刷卡，只能投
币，单程一元。我们学生有月票，只需
给司机看一下就行。有一天，一个同
学忘带月票了，上车后，他拿出一元
钱，习惯性给司机看了一眼就往后
走。身后的同学和司机都“石化”了。

找课桌

文/栾广铭(132****4886)
这天，我到幼儿园接儿子，刚走

到门口时，儿子说他的玩具忘在教
室里了，我让他站着别动，我回去给
他拿。

进了教室，我来到儿子的课桌
边，见旁边坐着个小男孩，我摸了一
下他的脑袋问他：“小朋友，这是军
军的课桌吗？”谁知那小家伙瞅了我
一眼，不满地说：“这不是军军的课
桌，是我的脑袋！”

谁请客

文/欣欣（137****1572 ）
上周五，我和几个同学约好一

起去吃烤肉，说好了 AA 制。晚上回
家我就向老爸要钱。

我说：“爸，给点钱呗。”
老爸：“又干啥？没事就要钱。”
我：“明天和同学一起吃烤肉。”
老爸：“吃烤肉？谁请客？”
我：“AA。”
老爸沉默了三秒，很严肃地问：

“AA 是谁？”

表扬

文/宋绍武(134****7256)
儿子很调皮，在学校经常惹是

生非，自从他上学后，老师从来没表
扬过他，更不用说得什么奖状了。昨
天，儿子回家后，十分兴奋地对我
说：“爸爸，老师今天在班会上表扬
我了。”

我心里一喜，就问他：“老师为
什么表扬你？”儿子嗓门十分响亮地
说：“全班就数我班费交得早，老师
让大家向我学习。”

吉祥早餐

文/王春玲(138****9401)
要期中考试了，按惯例，儿子考

试前都要吃一顿“吉祥”早餐：一根
油条、两个茶叶蛋，就是希望考 100
分的意思。

这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准备好
早餐。可是，儿子却吃了两根油条、
一个茶叶蛋。我不解地问：“茶叶蛋
不好吃吗？”儿子笑笑说：“老师说英
语试卷有 10 分的附加题，总分 110
分，我当然得变个法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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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恩亮

我和妻子在家里都喜
欢上网，但家里只有一台电
脑，妻子喜欢在网上和朋友
聊天，一直在使用 QQ ，我
则喜欢玩网络游戏，为了防
止病毒，电脑里早就下载了
360。

然而，自从前段时间
腾讯、36 0 两家公司展开
了有你无我的较量后，竟
也殃及到我们家。这是因
为，妻子坚持让我卸载了
360 ，保留着 QQ ，我却坚
决要求她卸载 QQ ，确保
360 正常运行。

我和妻子各不相让，谁
也没拗过谁，最终便吵了起
来。一直很沉默的岳母一看
家里就要发生战争，便跑过
来阻止我们。

妻子以为岳母肯定会
替她说话，便说：“妈，我也
不想跟他打架，要不就由你
来决定吧。”

妻子把 QQ 和 360 之
间的事说出后，岳母很干脆
地说：“依我看来，两个都拆
掉，哪个也不留。”

妻子说：“两个都卸载
哪行？我还怎么上网和朋友
聊天啊？”
“以后你只跟我聊天就

行了。”岳母拉着脸说，“你
知道吗？就因为你天天在上
网和朋友聊天，家里我连个
说话的人都没有。”妻子听
后没有话说了。

我一看，形势好像对我
有利，就对岳母说：“妈，360
可不能卸载啊！不然，电脑
中了病毒，网络会不畅通
的。”

岳母面无表情地对我
说：“本来我还不好意思说
你。你说你只关心网络畅
不畅通，家里的下水道都
堵了好几天了，你去管过
吗？”听了岳母的话，我也
没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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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少玉

作为一家公司的人事
经理，我经常要面对形形
色色的应聘者，不过，前两
天在给公司做招聘时，有
个应聘者却把我“雷”得不
轻。

这个小伙子给我的第
一印象还是不错的，他背着
一个笔记本电脑包来公司
面试，看他的打扮还不赖，
稳重、大气，很有商务人员
的样子。

小伙子在公司的会议
室坐下后，就把笔记本电脑
往桌子上一放，一副成竹在

胸的架势。我心中一喜，看
来这次能招个不错的人才，
也能向领导交差。

我让小伙子在会议室
先等我一会儿，我先处理
下别的事。等我回来的时
候差点没被吓倒，只见这
个小伙子把公司的网线插
在笔记本电脑上，他正在
津津有味地边玩游戏边聊
QQ，还抽空上传了几张照
片，而且极为专心，我在他
旁边站了好几分钟，他都
没有注意到。

见过心理素质好的，
没见过这么好的。我不得
不“佩服”他。但我心里一

想，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
错，或许以后在工作中能
有不错的表现。

我灵机一动，就给他
出了一份比其他应聘者难
一点儿的试卷，没想到他
的答案令我非常满意，我
就打算录用他。

可是，当我第二天和
老总一起看会议室的监控
录像时，才发现，原来这个
小伙子先在网上搜索了一
番，然后再把答案填写到
试卷上。

我真是服了，这样的应
聘“达人”，我只能祝他早日
找到好工作。

应聘“达人”

小股东

文/吴汀

最近股市行情不错，我和老爸经
常“谈股论金”。上小学的儿子听我们
说买股票赚钱，就对老爸说：“爷爷，我
拿点儿钱出来，你也帮我炒股吧！”老
爸听了大乐，说：“好啊！你的压岁钱是
应该盘活盘活了，我随便买只股票，赚
的都比银行利息多！”

儿子听了，去他的房间抱出一只
小猪储蓄罐来。他把里面的硬币全倒
出来，数了数，有两百多元。

过了几天，老爸拿出十块钱放到
儿子手上，说是给他的分红。我就对儿
子说：“你投入得太少了，回头把你存
在奶奶存折上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下
次才能多分点红！”

儿子跑进厨房跟奶奶商量去了，
不一会儿，他跑出来说：“奶奶说了，股
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我说：“你奶奶从来不炒股，她懂
啥？”儿子大声说：“奶奶说了，据她观
察，你们赚钱的时候眉开眼笑，套牢的
时候基本不提股票，这一年到头了，也
就这两天听到你们议论股票，所以，我
的钱还是交给奶奶存到银行可靠！”

特殊教育
文/刘卫

弟弟、弟媳开了个小店铺，由于位
置好，顾客很多，他们夫妻俩轮流守
店，没事时就找邻居打麻将，小日子也
过得很平稳。

转眼间，小侄子两岁多了，我就对
弟弟说，孩子的教育一定要抓紧，不能
放在家里“散养”，稍大就应该送他上
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玩，也能学点知
识。弟弟点头说：“那是，再穷也不能耽
误孩子，只要有空，一定向他灌输文化
知识。”

因为外出工作，我有几个月没去
弟弟家。那天刚回来，弟弟就邀我去
玩，他还兴奋地说，由于施教得法，儿
子现在能认字数数了。我听了也很高
兴。

第二天到了弟弟家，我迫不及待
地问小侄子会数哪些数，认识什么字。
弟媳把儿子抱在膝盖上，坐在麻将桌
边，拿出一张牌，问：“这上面是什么
字？”小侄子想也没想，脱口而出：“一
万”。弟媳又指着另一张牌问：“这是什
么？”小侄子说：“三筒。”

搞了半天，弟弟是用这种方式教
孩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