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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小姐的幸福生活
活 （九十八
九十八）
）

◎不管友谊还是爱情，都要跟你尊敬的人在
一起。不要把时间和精力分配给你不太看得上的
人，人都敏感的，对方其实能精准捕捉到你的
“看不起”
，那些委曲求全的感情最终都会反噬成
为你生命中的定时炸弹。
（一朝相会）
◎大多数公开的讨论都只是在表演讨论。
（东东枪）
◎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姜二嫚/7 岁）
◎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相信而看
见。
（为爱皮转）
◎2018 年已经到了，希望新一年里我的记
忆力继续下降，忽然想起某件以前干过的丢人事
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尤其是临睡觉前。
（二他姐姐）
◎搞不清楚、想不清楚的事，就永远让它隐
没在半明不暗里边，至少它拥有美感。（巫昂）
◎鬼一般不会害人杀人的，你想想，要是杀
了你，你变成鬼，你俩见面该多尴尬。
（凌晨二点半半）
◎今天在医院碰到一女的，长的不太好看，
并且蛮横不讲理，大声嚷嚷，非要插队，我在旁
边的队列里，就一直念叨“特朗普，特朗普，特
朗普”……旁边一哥们问什么意思，我说“特别
浪，还长的普通”，哥们对我翻白眼，我感觉没
毛病啊！
（老衲夜探 qing 楼）
◎尽量不读认识的人写的小说，因为还想做
朋友。
（钟螺号）
◎尽量每天化妆时告诉自己：可能梁朝伟彭
于晏张孝全小栗旬要来睡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兔纸脸）
◎老板早上又给我画饼了，还给我喂上一碗
公司要发展成几万人，我要掌管几千人的特浓毒
鸡汤。还好我是悲观主义者。
（臬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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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美
S 小姐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好
看，常常自嘲：“我单眼皮，还眯眯
眼儿。”我就安慰她：“谁说你长得不
好看了？你看你多可爱啊！”
不过近来小姑娘突然自信了很
多。那天在微信上看到了美女阿姨发
的照片，小姑娘感慨道，“阿姨一天
到晚就知道臭美！”我问她：“你和阿
姨比起来，谁美一些？”“当然我美
了！”S 小姐毫不客气，“你看，我白
白的，粉嫩粉嫩的，还萌萌哒！”
“那你和妈妈相比，谁美？”
“当然还是我更美了！”S 小姐自
信心爆棚，“你看，我除了前面说的
那些优点，还比你苗条呢！”

传染
S 小姐躲过了学校里的流感侵袭，
却在元旦假期里，被爷爷给传染了。
假期结束开始上学了，小姑娘一早上
在被窝里，
磨磨唧唧不愿意起来。
“你再磨蹭一会儿，就要迟到
了。
”我急吼吼地催她。
“我今天可以请假吗？”小姑娘
一脸疲懒的样子，说她好像感冒更严
重了，然后装模作样地咳嗽了几声，
像个暮年的老太太。
“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当然可以
请假。不过要是能上学的话，还是应

江湖脸谱

该坚持去上学，不然今天学新知识，
你不是就错过了？
”
“可是，我怕我这样鼻涕拉呼
的，到学校火传染别的小朋友啊。”S
小姐这么说了，我只好恩准她请假一
天。

本命年
我到了本命年，朋友 Y 送了一根
红手链给我，S 小姐觉得很漂亮，就
问我，
“什么是本命年啊？”
我跟她解释以后，对她说，“中
国有个风俗，就是到了本命年的时
候，要穿红色的内衣，戴红色的手
链，穿红色的袜子，等等。这样可以

让这一年都过得平平安安，顺顺利
利。”然后跟她说，要是送我礼物的
话，就干脆送套红内衣。
“一套内衣要多少钱啊？”
“便宜的有几十块钱，贵的有几
百块钱。你要是舍不得就买套几十块
钱的衣服给我吧。
”
“那一双红袜子要多少钱啊？”
小姑娘继续问。
“大概几块钱吧，也有几十块钱
的。
”
“哎，我觉得我还是给你买双红
袜子吧。”S 小姐算计了一番后，说，
“哎，我哪买得起一套内衣啊？再
说，几块钱也是我的心意嘛。”

少年笔记

张三疯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班的奇葩事（二十二）

肖遥
据说，张三疯从前被叫“小张”的
时候，还没这么疯。他会认真地攒着眉
头，问些奇葩天问：
“我咋看咱公司领导
都打牌喝酒 ，我爹妈说那些东西不敢
沾， 可我看人家越弄这些事儿路子越
宽，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学着弄弄？”
张三疯刚刚开始发疯时还颇有些可
爱，做啥事都比别人更激动更投入，动
作大 ， 表情狠 ， 即便剥个煮鸡蛋 ，他
的动作也会虎虎生风 ， 把鸡蛋使劲一
磕， 按在桌子上一滚一碾 ，扯下龟裂
成碎渣渣的蛋皮 ，一整个煮蛋就塞嘴
里了 。 嚼的时候 ，腮帮子一涌一涌像
是威胁谁似的。有天，老袁捉弄他，
趁他来的晚 ，取了一颗生鸡蛋放在他
桌 子 上 …… 从 此 ， 张 三 疯 就 知 道 了 人
狠不在动作大 ， 而在于心机巧 ，于是
决心跟着老袁混 。老袁下班应酬 ，他
也跟着。老袁后来说，本来想带这小子
帮着劝菜挡酒的，结果这货一点儿也不
客气 ， 不停地嚷嚷添酒加菜 ， 啥贵点
啥，简直是砸场子去了！
后来的张三疯饭局上也不再只顾抢
吃的，还学会了抢占话语权，他能把话
头从任何一个角度扯到自己身上：“苟蓝
蓝现在是不是当处长啦？”有人点头，张
三疯得意地说：“我和她一年进的公司，
那时她老追着我说话，你们知道不？她
老家现在发现油田了，村人进城打招呼
都这样说：
‘那谁，你进城去吗？买房的
话给我也捎一套哈。’嗨！早知道这样，
当年我就从了她啦……”即便女人们聊
孩子的话题，他也能插上一嘴，扯他儿
子、儿子上的小学，其实是想说儿子的
小学老师。他说，家长会后，那位漂亮
的老师会撇下别的家长只和他说话，还

给他买过裤子，
“这事可不敢让你嫂子知
道！
”说得大家都停止了咀嚼，疑惑地盯
着“张三疯”的大肚腩和秃脑门。
如今的张三疯更疯了，办公室没人
听，他就装作大声跟人聊微信，不是在
约今晚的饭局 ， 就 是 在 聊 昨 晚 的 party……我一见张三疯走过来，赶紧抓起
一本书挡住脸，不给他发疯的机会，
张三疯这回疯得风雅了些：“爱看书是
好事呀，我从前也爱看书的，《平凡的
世 界》 你 看 过 没 ？” 说 到 《平 凡 的 世
界》 他目光灼灼 ， 像是在说初恋 ，估
计他这辈子就只来得及被这一本书撼
动过 ， 于是那部分被感染了的灵魂就
永远停在了过去那个还算平凡的世
界 ，其它支离破碎的老灵魂 ， 和眼前
这个美丽新世界疯狂刮蹭着 ， 逐渐变
成了一块块破抹布。
和张三疯一样，麦卡勒斯小说
《席林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 里的席林
斯基夫人也酷爱绕着弯子吹牛，她曾跟
同事说自己在家乡芬兰的一家点心店门
口，一转身看到芬兰国王乘着一辆雪橇
经过……被同事戳穿说芬兰是个民主国
家，早就没有国王了。其实席林斯基夫
人说谎的原因很痛苦也很平凡，她一生
都在工作，白天黑夜，根本没有精力来
对付别的事。可是，倘若她在图书馆桌
子上辛苦工作了一个通宵，却远兜远转
设法告诉别人她昨晚打牌去了，那就像
是两件事她都做了似的 。通过这些谎
言，她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谎言使
得她工作之余的渺小生存状态整整丰富
了一倍，而且还使得她个人生活里的那
些小块的破抹布样的时光变成了闪闪发
光五彩斑斓的丝绸。

郭凯欣
作

文

今天语文考试写自命题作文，给了文
章大意要求，让我们写自己的人生经历。
看见这个作文我没有一点思路，脑海里只
浮现出一句话：我有故事你有酒吗？我讲
了故事你又不给酒喝，不讲。不过，该怂
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怂的，一看只剩二十分
钟就收卷了，我大脑更是一片空白，想着
先随便写个开头压压惊，结果“笔落惊风
雨”——我写了一句：“虽然我只活了十
五年……”写完觉得不太对劲，读一遍
立刻感到如同被水淹没，不知所措，但
这个句子真的没法在后面加词改变其歧
义了，于是我脑海里蹦出一个绝妙的句
子：“虽然我只活了十五年，但我真的还
想再活五百年。”不过估计这么写会被语
文老师吃了。所以我只能极其生硬地在
“虽然我”后面加了个“目前”。其实这
种奇怪的句子还有一种不错的挽救方
法，就是在后面加一大段辞藻华丽的抒
情或者格式规整的排比。但那种句子我
真的写不出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别人
就像蚌，沙子进了他们的嘴能变成珍
珠，而我就像鸡，沙子进了我嘴里只能
变成更细更小的渣渣。于是我的作文在
那个开头句之后就是各式各样的渣渣的
堆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后
来不知道咋回事写到小学的时候老师不
让我们看武侠小说，导致我“射雕”三
部曲第三部到现在还没看，越写越气，
只想回家拿我的倚天长剑和屠龙宝刀出
来砍人。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候收卷
了！看着我写的作文距离字数标准线那
遥远的距离，心中恐惧异常。我虽然没
写“还想再活五百年”那句，但这个字

数和满是渣渣的内容还是足以让语文老
师把我吃了的。
我这会是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希
望不会被语文老师吃了。

麻辣烫
上高中以前我从来没吃过麻辣烫 。
我之前一直以为麻辣烫是那种路边小摊
上用碗装的粉条状物，上面浮了一层红
油和葱花，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主色调
为奇怪的红配绿的食物。后来我才知
道，那个叫酸辣粉。我同桌是一个麻辣
烫狂热粉，只要闲了就给我讲麻辣烫有
多么多么好吃，说到动情处还会把口水
喷到我书上。我尝试了学校食堂的麻辣
烫之后才知道这玩意既不麻又不辣也不
烫，卖相还不好，不过很好吃。有一天
放学我拿着满满的一杯麻辣烫开心地在
路上走着，结果地太滑了，我以一个极
其难看的姿势滑了下去。不过毕竟不是
摔倒，滑倒速度比较慢，还来得及用手
平衡一下，调整一下姿势不至于倒得那
么难看，我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思考，
发现如果此时调整姿势，必然要将麻辣
烫倾斜或者倾倒，甚至直接扔出去，不
管哪种情况都会导致最上面的那块鱼豆
腐掉在地上。作为一个深爱鱼豆腐的不
太资深吃货，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
生，于是我毅然选择了难看地滑倒。我
觉得我已经很稳了，然而那块鱼豆腐还
是掉了。套用 《荆轲刺秦王》 倒数第二
句——“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
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
必得契以报太子！
’”
“黑自知事不就，倚
墙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
乃欲不倾之，必不复走此路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