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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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熙

李姐是我们公司的资深美女，虽
然她已经 37 岁了，但是由于她爱打
扮，每个月花在化妆品上的钱不少于
1000 元，对于穿着她也紧跟时髦，街
上少女穿什么，她就穿什么。再加上李
姐性格活泼，爱唱歌，她在我们的心目
中根本就不是 37 岁，而是 24 岁。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李姐站在窗
台前哼起了小曲，非常欢快。这时，我
们公司一个刚来的 90 后女孩跑到李
姐跟前，问道：“李姐，你哼的歌曲怎么
都这样老啊？像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歌
曲。”李姐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90 后女孩子又问：“你不会唱一
些现在流行的歌曲吗？”李姐问：“什么
歌曲是现在流行的歌曲，你给我说两
首？”
“从你唱的歌来看，就知道你的年

纪不小了。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90 后女孩毫不客气地说。

从这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
过李姐唱歌。一天，一个同事觉得有点
纳闷，就问道：“李姐，你现在怎么不唱
歌了？”

李姐听了这话，有点失望地说：
“唉！我要是不唱歌，别人还会说我二
十三四岁，一唱歌就暴露年龄了，所以
以后我再也不唱了。”

不能再唱了

文/马健

大学同学大华以前做
事吊儿郎当的，曾经一年就
换了三份工作。可是今年自
从他考上公务员后，我听朋
友说，他变得循规蹈矩起
来，不仅一改以往工作散漫
的态度，而且每天提前上
班、拖后下班，从来也不迟
到早退。

一天晚上，几个在外地
工作的大学同学来本市玩。
晚上，我在酒店安排好，立
刻打电话让大华赶紧过来。

大华在电话那头显得很着
急，不过也有些无可奈何：
“我尽量早点去吧，不过你
们别等我了！”我再次催促
了他一番，挂了电话，就和
同学们边喝茶边等他。

我们左等右等，却一直
不见大华的踪影。直到晚上
7 点多了，大华才匆匆赶
来。

我立刻埋怨起来：“同
学们都到了这么久了，你怎
么这么晚才来啊！”大华不
好意思地解释道：“哎，其实
我也想早点来。现在我几乎

每天早上第一个上班，晚上
最后一个下班，还不是因为
单位里……”

没等他说完，大家纷纷
打趣道：“单位里事情很多
吗？为了升官你也不必这么
敬业啊？”

大华叹了口气，无奈
地说：“哪里啊？我们单位
车位特别少，我每天开车
第一个上班抢车位，晚上
下班又不得不等人家把停
在外面的汽车开走了我才
能走，所以我只能这么晚
才走……”

无奈敬业

是非广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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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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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巧林

上周五，单位发了一
套新餐具，作为员工福利。
中午下班时我便带回家
去。

回家路上，途经城市
小广场时，正碰上一个药
品露天推销会，专门有人
拿着一沓沓的广告单见人
就往手里塞，还有一个穿
着白大褂的医生逢人便发
名片。我不要吧，人家很热
情，又不能随手扔了，显得
咱没有涵养，于是我便把
广告单和名片随手塞进裤
兜里。

回到家里我吃完饭午

休，老婆在阳台上洗衣服。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
然感觉到老婆坐在身边抽
泣，吓了我一跳，我忙问：
“出什么事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老婆
正盯着我看，她还摸着我的
脸，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哎
呦，哎呦，看脸都黄成啥样
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老
婆，你怎么了？”老婆心疼地
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忙说：
“你到底怎么了？”老婆哭出
声来：“老实说吧，你得肝病
多长时间啦？真是的，得了
肝病还想瞒我？”
“什么什么？我得了肝

病？你听谁说的？”看我一脸
茫然，老婆说：“你还嘴硬？
我问你，没得肝病你为啥要
买新餐具，还说是单位发
的？”
“快别乱想了，我没得

病，那套餐具真是单位发
的。”我一骨碌爬起来，赶忙
安慰老婆。

老婆一声不响地站起
身，去阳台拿来几张广告单
和名片给我看：“你都让肝
病专家看过了，还给你推荐
了特效药品……”
“这这这，我……”我张

口结舌，连拍脑袋，看来今
天要想给老婆解释清楚，还
真得费点口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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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卫

和客户老赵签了一笔
大合同后，他一时高兴，让
我找几位同事一起聚聚，
以示庆祝。我就把老陈、小
马、罗姐和老郭都叫上了，
一伙人浩浩荡荡地进了酒
店。

大家坐定后，老赵建
议先玩个游戏。他说，凭
他多年的职场经验，和不
认识的人坐在一起，他只
需看别人点什么菜，就能
猜出那人做什么工作。见

我们不信，他就让服务员
拿来菜单，说现场试验。

大家轮流看过菜谱后，
把菜点好了，老赵开始破
谜。

他先指着老陈说：“我
看这位老同志是做审计或
会议工作的。他点菜时，戴
起了老花镜，对价格看得很
仔细。”大家点头，说老赵猜
对了，老陈正是我们单位的
“老审计”。

老赵又指了指罗姐：
“这位大姐是工会的，她点
了两样菜，都要服务员多

加辣椒，干工会都喜欢有
个热闹劲。”老赵接着说,
小马肯定是经常与电脑打
交道的，因为他看菜谱时，
右手的食指总是下意识地
在桌面“点击”。

最后，我们让他猜猜
老郭是做什么工作的，老
赵胸有成竹地说：“他肯定
是人事经理呀！”我们问为
什么，老赵笑道：“他就点
了一盘菜——— 炒鱿鱼。员
工谁干得不好，只要老板
发了话，具体就由他办手
续了。”

点菜猜职业

文/张承永

老婆单位离我家不远。上周末，老
婆加班，我在家闲着没事，就到市场买
了一些水果，然后拐弯到了老婆单位，
想请老婆和她同事吃水果。见我来了，
老婆很高兴，“走，咱洗水果去！”

我们一起到了盥洗室，我洗葡萄，
她洗苹果，我很快就洗完了，可她还在
洗。“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快去多
洗几遍，水果上农药多，一定要反复洗
才行！”老婆下了“命令”，没办法，我只
好又去冲洗了几遍，才和她一起回了
办公室。

前天下班时，我突然想起家里没
有水果了，就又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回
到家，我去厨房洗水果，刚洗了两遍，
老婆进来了，她冲我大喊：“你怎么还
没洗完啊？洗两遍就行了！”我不解地
问她：“那天在你单位，你不是还说要
多洗几遍吗？怎么今天又说洗两遍就
行？”
“你懂什么啊，那是在单位，这是

在家里，能一样吗？在单位大白天还开
着灯呢，在家里你怎么不开？真是个死
脑筋……”

疑似小偷

文/张彦英

我的身高比老公高 15 厘米，再加
上逛街的时候我喜欢穿高跟鞋，老公
总不愿意跟我一起并排走在大街上。

上个周末，我想买一件风衣，看老
公在电脑前无所事事的样子，就对他
说：“老公，我们一起去逛街吧。”一听
我说要逛街，他马上说：“没看见我正
忙着呢，你自己去吧，我在家做饭。”我
哪能轻易放过他呢？死缠硬磨一番，总
算成功了。

换好衣服，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商
业步行街，我发现老公总是不跟我并
肩走，逛了没一会儿，他就溜到我身后
去了。

逛了几家店，也没看见称心的风
衣，我打算逛完这一家店先去吃点儿
东西，也好补偿一下可怜的老公。这
时，店里的一个服务员凑近我小声说：
“小姐，小心您的包，后面有个男人疑
似小偷，我发现他鬼鬼祟祟地跟了您
很长时间了。”

驯狗

文/王吴军（135****6543 ）
朋友大刚买了一条宠物狗，他只

要见到我，开口闭口都离不了宠物狗。
这天，我又遇到了大刚，他对我说：“我
这几天在训练宠物狗，想把它训练成
一条想吃东西就叫的乖乖狗。"

我忙问：“效果怎么样？”
大刚咧嘴苦笑道：“别提了，经过

我的训练，宠物狗有了个怪毛病，如
果我不学狗叫，它就不吃东西。”

鸡腿和袜子

文/陈新(150****7912)
一天，我带儿子去超市买袜子，

经过卤味店时，儿子咽了咽口水对我
说：“好香啊！妈妈，给我买个鸡腿
吧。”我说：“你的袜子都破了，你想
想，是买袜子还是买鸡腿？”儿子想了
想，终于做出决定：“那就买鸡腿吧，
反正破袜子穿在鞋里面别人看不
到。”

优秀有条件

文/刘英(155****3061)
看到叶诗文夺得亚运会 400 米

混合泳冠军，我和女儿都很高兴。我
对女儿说：“叶诗文只比你大两岁，就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妈妈希望你在
学习上更上一层楼，也让我像叶诗文
的妈妈一样为女儿感到自豪。”

女儿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成
功的女孩背后必定有一个成功的妈
妈，你应该先向叶诗文的妈妈学习，
当你像她妈妈一样优秀时，我也会像
她女儿一样优秀。”

叫什么

文/邱白（135****2568 ）
我是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上学的，

一天我去一位老师家拜访，—进门就
看见一条很凶猛的大狗在狂叫。老师
见我害怕狗，就大叫一声：“叫什么？”
我也吓了一跳，低头小声说：“我叫邱
白……”

说得真好

文/王少玉(151****9106)
这个月，儿子在幼儿园当轮值班

长，这天我去接他时，正好有两个小
男孩在吵架，儿子便上前劝架。“别打
了，不能打架。”儿子一脸认真。
“是他先骂我的。”一个男孩争辩

说。
“即便是他先骂你，你也不能骂

他，现在不是创建和谐校园吗？”儿子
的一番话，让众多家长都忍不住乐
了。

回家路上，儿子突然叹气说：
“唉，我刚才说得可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