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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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虎

小慧是单位新招进来的“80 后”
大学生，青春靓丽、性格开朗，同事们
都很喜欢她。

一天上班后，我发现小慧有些不
高兴，于是我问她：“怎么了？你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吗？”

小慧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地说：
“唉！心情不好，昨晚做了一个噩梦！”

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趣。我平时没
啥爱好，就对“解梦”情有独钟。每当有
同事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梦，都会找
我来解梦。因此，我忙问小慧：“那你给
我讲讲你究竟做了什么噩梦？”

小慧说：“我做的这个噩梦，恐怕
你解不了。”

我拍拍胸脯，大声说：“你放心，我
还没遇到解不了的梦呢！”

小慧这才放心地说：“我梦见自己
身上穿着一件高贵漂亮的白色礼服，
手上拿着一个精致小巧的名贵皮包去
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

我疑惑地问道：“这是好事啊？算
什么噩梦？”
“可……”小慧急得快哭了，“可到

了聚会现场，我才发现，我身上穿的白
色礼服早就不流行了，我提的皮包也
是三年前就淘汰的旧款！所以我一下
子就被吓醒了……”

这梦，我还真解不了。

解不了的梦

儿子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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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减肥

文/栾广铭(132****4886)
老婆一直忙着减肥，却没什么

效果。一天，老婆带回一只小狗，兴
奋地告诉我，她找到新的减肥方法
了，她听别人说，遛狗可以减肥。

老婆这次真是下了决心，每天
遛狗一小时，坚持了三个月后，她决
定到附近的药店称称体重。过了一
会儿，老婆带着爱犬回来了，一副垂
头丧气的样子。我忙问：“没效果
吗？”老婆有气无力地说：“有效果，
不过不是我，是它，足足减了三斤！”

打我一顿吧

文/王美玲(151****9206)
儿子有点儿近视，前几天我带

他去医院做检查。在座位上等候时，
儿子说：“老妈，你狠狠打我一顿
吧。”我不解。

儿子振振有词地说：“眼睛流泪
时，看东西特别清楚，你打我一顿，
等下测视力，结果就会比较好。”我
无语，儿子又说：“我近视如果不严
重，能不能不戴眼镜？”我说：“那怎
么行？不戴眼镜上课能看清楚吗？”
儿子想了想说：“要不，以后每天上
学前，你先打我一顿吧！”

超长婚车

文/张学兵(156****9035)
一天早上我坐班车上班时，一

辆七八米长的婚车在旁边招摇而
过，引得班车上的同事纷纷羡慕，唯
有庞大姐不以为然。她撇嘴说：“这
还叫长？当年我结婚时，婚车十几米
呢！”“哪有那么长的婚车呀？”有人
半信半疑地问。
“两节车厢的公交车，怎么没有

那么长啊？”庞大姐理直气壮地回答。

省钱乐器

文/闫养民(153****8911)
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想

让他学一种乐器，但家里最近经济
很紧张。正犹豫不决，老婆看出了我
的心思，她说：“有一种乐器倒是不
用花一分钱！”我赶忙问：“快说说，
是啥乐器？咱快点给儿子去报名。”
老婆撇着嘴说：“吹口哨呗！”

美梦

文/陈新（134****2792 ）
一天，小外甥来我家玩。他坐在

沙发上看电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晚上他妈妈来接他，可小外甥迷迷糊
糊没有醒，当他妈妈拉他时，我儿子
忙说：“姑姑，不要叫了，表弟正在做
吃东西的美梦，哪会起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在做吃东
西的梦？”儿子说：“你瞧，表弟的嘴
角正流口水呢。”

文/雷丹

“我的爸爸是一位清洁
工，背有点驼，而且瘸了一
条腿……”这天，我一看到
儿子写的作文《我的爸爸》，
就不由得勃然大怒。我拍着
桌子骂道：“你这小王八蛋，
爸爸生你养你，现在倒学会
咒爸爸了，你爸爸我风度翩
翩、仪表堂堂，是高级知识
分子，什么时候成了清洁
工？还驼背，瘸了一条腿？”

儿子委屈地说：“我们
老师说作文要歌颂父亲的
伟大，我只有把你写得惨一
点，才能让别人感动得落泪
啊！反正谁也不知道我爸爸

是做什么的，只要作文得高
分就行。”

没过几天，儿子回家后
喊道：“爸爸，我的作文在学
校作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
老师准备送到《小作家报》
上刊登，要交 300 元的赞助
费，老师让你给他打电话。”
我纳闷了，问儿子什么作文
获奖了，他拿出作文本说：
“看，就这篇。”我一看，竟然
是那篇《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位清洁

工，背有点驼，瘸了一条腿，
而且有一只眼失明了……”

这臭孩子，竟然把我写
成“独眼龙”了，还要我交
300 块钱，没门。我马上拨

通他老师的电话，寒暄之
后，就听见老师说：“您儿子
作文写得真是好，感人肺
腑，我读了之后眼睛都湿润
了……”
“可是，那都是假的

啊。”我说。
老师却说：“对于这一

点，我一点都不惊奇，关键
是他的作文写得真是好，即
使是造假，也造得真实，你
看他没说爸爸是双目失明，
如果双目失明，怎么能做清
洁工呢？这说明他的造假能
力超强，达到了艺术的真
实，这正是作文所需要的。”

我晕，造假还有理了，
这还是写作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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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松

一天，朋友老张邀我和
大牛到他家去吃饭。我们还
是两三年前去过老张家，没
想到下了公交车一看，眼前
的景象和几年前大不一样，
路拓宽了，巷子里原有的路
名也不见了，我们怎么也找
不到去老张家的路了。

这时，一位五十岁上下
的男子正好路过，我忙上前
打探：“请问师傅，民权巷怎
么走啊？”男子停下脚步，上
下打量起我来，半晌丢下一
句：“不知道！”然后头也不

回地走了。我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大牛说：“什么年月
了，你还喊人家师傅，他可
能是个干部呢，怎么能理你
啊！”
“哦。”想想也是，我刚

醒悟过来，又碰到了一名三
十岁左右的女子，大牛开口
了：“请问小姐……”后面的
话还没问，女子就圆睁杏
目：“喊什么呢？请你放尊重
一点！”我忙说：“不，小姐，
这……”女子不等我把话说
完，丢下一句“流氓！”就走
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大牛

才明白过来，这“师傅”旧
了，不能叫，“小姐”，更喊不
得，那问路时叫别人什么好
呢？

正愁着，一名三十多岁
的男青年路过，我硬着头皮
喊道：“哎！请问这位同志，
民权巷怎么走啊？”男青年
一听，竟然把拳头握了起
来，大概见我们两人没什么
恶意，才丢下一句：“你才是
同志呢！”哎，原来这“同志”
也不能乱叫了！

旧的称呼不能用，新的
也不能用了，遇上路人想问
路，该怎么称呼好呢？

问路遇尴尬

记忆妙招

文/翟杰

上周末，儿子跟我到单位加班，小
家伙见到我同事后总是很有礼貌地喊
“叔叔”、“伯伯”、“阿姨”。我觉得儿子
这样跟别人打招呼，太过于程式化。于
是，我让他在“叔叔、伯伯、阿姨”前加
上对方的姓。这样不但让对方感到亲
切，还可以锻炼儿子的记忆力。

可我话一出口，小家伙就不干了：
“这么多人，我哪记得清啊？”于是，我
耐心地引导他：“老爸告诉你一个记忆
妙招，保准你出不了错。咱就拿看大门
的伯伯来说吧，你平时不是最爱看《西
游记》吗？我问你，花果山的主人姓什
么呀？”
“孙！”儿子脱口而出。
“真聪明！”我立刻竖起大拇指，

“你见到那个看门的伯伯，想想‘花果
山’就知道他姓什么了！”听我这么一
说，儿子高兴地点点头。

加完班回家，老孙从传达室里出
来给我们开大门。这时，只听儿子在我
身后高声喊道：“猴伯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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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邮件

文/霍寿喜

自从老婆在朋友那里听说网络是
个危险的东西，网恋、网婚最容易发生
在我这样的中年人身上，她就开始天
天检查我的网络聊天、电子邮件。

前几天，老婆检查我的电子信件
时，突然跳出一封主题为“梅梅想你
了，你还记得我吗”的信件。

梅梅？我认识吗？这时，我突然感
到很紧张。老婆却得意了：“快说吧，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有哪个
叫梅梅的女性朋友，于是就对老婆说，
“我不知道这是谁，可能是发错了。”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老婆
边说边气呼呼地打开了电子邮件。信
中内容显示在电脑荧屏上：“本公司
代开各类发票，费用绝对低廉！增值
税发票、商业发票、行政事业性发票，
应有尽有，发票号码也可以按需提
供。联系人：梅梅，联系电话：(06 ×
×)5172 ××××。”

文/顾艳

我的远房侄女小燕今
年大学毕业。一天下午，她
到公司找我，想让我帮她
找一份工作。我有一个同
学正好在一家公司任部门
经理，我就说：“大侄女啊，
我帮你说说看，要是我同
学的公司用人，我一定让
她帮忙，不过也不一定有
用。找工作啊，主要靠你自
己。”小燕点点头：“那当然
了。”

说话间，小燕的手机响
了，原来，是学校让她赶快
回去签就业协议。接完电

话，我对她说：“小燕啊，你
们学校真是很关心你们，都
帮你们找到工作了，你快过
去签协议吧。”

小燕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就把帮她找工作的事放
到了脑后。学校都让她签协
议了，我还操什么心呢？

没想到，几天后小燕又
过来了，她问我，你同学的
公司还要不要人？我很纳闷
地说：“学校不是让你去签
就业协议了吗？你先过去上
班吧，不要挑肥拣瘦了，现
在工作不好找！”

没想到，小燕一脸委屈
地说：“姑姑，学校那边是糊

弄人的！就业协议上是说去
一家饭店当大堂经理，签过
协议，我就找过去了。去了
才知道那是一家小餐厅，老
板是夫妻两个，加上厨师和
服务员，一共才五六个人，
而且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人。

听到这里，我就问，“那
学校为什么让你和他们签
就业协议啊？”

小燕苦笑道，“我也这
样问餐厅老板，那位老板娘
说，‘餐厅和学校有些业务
关系，抹不开面子，就签了
几十份就业协议。你如果真
的要来，就等我们服务员明
年回去结婚……’”

就业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