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广记开微博了！

快来关注我吧！

短文要求：

“青未了微生活”主张以幽默

小段的形式，用百余字对生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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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方式：登录新浪微博，发

送私信。稿件见报后，请作者与编辑

联系，电话 0531-85193163，或发送私

信 至 h t t p : / / w e i b o . c o m /

shenghuoguangji，告知姓名、地址、

邮编，以便邮寄稿费。

文／杨福成

老谢是区教委的主任，平
时出行，都是车接车送，可近
来，他每次出门不是骑自行
车就是挤公交车，于是，就引
起了人们的猜疑。

“老谢多大了？”
“五十多了吧。”
“看来是到点了啊！”
“估计是已经退了，要不

他现在怎么不摆架子了呢？”
“嘿，他还能有什么架

子，退了，没车没场了，不和
咱老百姓一样吗？以前是呼
风唤雨，现在求着和咱说话
咱还不愿意理他呢！”

“没错，这家伙以前架子
可大了，早晨遇见跟他打个
招呼，他将手一抬，指指有车

等着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现在可好，他没事儿，早晨也
不出去了，老找我聊天，我还
真不愿意搭理他！”

“以前找他办个事儿多
难啊，我家孩子上学，差几分
不够线，去找他，他说上级有
规定，卡得很严，谁都不敢违
规操作，要不就上个差点的
学校吧！打官腔，说套话，装
正经，上差点的学校我还找
他吗！”

“他就这个样，咱小区的
人找他办事儿的多了，他给谁
办过？可他没少给别人办了事
儿，真是假正经。听说啊，他这
次不到点就退，也与受贿有
关，只不过他上边有人，没有
严办他，就让他提前退了。”

这俩人正这么聊着，老

谢骑自行车驮着一些书回来
了。

“哟，都搬回来了！”
“嗯，腾办公室，没地方

放，就搬回来了。”
“哦，办公室都腾了啊，

要这书还有啥用，干脆卖给
收破烂儿的算了！”

“哈哈哈，不能卖，晚上
没事儿还得看。”

没过几天，老谢出行又
车接车送了，并且邻居们发
现，这辆车比以前的那辆车
更高级了。咋回事儿？大家又
都开始猜疑。

最终，还是从老谢的对
门那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是老谢升迁去市里工作了。

从此，大家又对老谢“恭
敬”起来。

随机应变

儿子上一年级，单元测试前一
天没有作业，我回到家发现他在看
电视，遂问：“不复习，明天考试怎
么办？”儿子淡定地回答：“随机应
变。”

——— @济南王霞

刻苦

邻居家的孩子成绩不太好，临
近考试了，还是一副我行我素的老
样子，似乎考试压根儿就和他没什
么关系。他妈妈着急地说：“这都到
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刻苦点，就你现
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考个好成绩
啊？”可他听了却振振有词地说道：

“我怎么不刻苦了？我现在上课都坚
持不睡觉了……”

——— @南山红叶韵

三高

某幼儿园放学后，大多是老人
来接孩子。小朋友出了园门直奔门
口的小超市，后面跟着一天没见宝
贝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于是，
店内熙熙攘攘一阵后，小朋友各取
所需，高兴；老人们花了钱，也高
兴！店老板生意火，更高兴！结果成
了名符其实的“三高”。

——— @黄伟民 8

配对

给儿子买了双运动鞋，没过一
个月，他就将一只鞋子踢烂了，另外
一只还好好的，但也不能穿了。我又
买了一双同样款式的，心想：就算再
踢坏一只，也能和前一双没烂的那
只配对。不出所料，这双鞋子两个月
后又被儿子踢烂了，我找出先前完
好的那一只，一看悲催了：完好的都
是右脚的……

——— @清无鱼博主

学做饭

跟朋友学了一道菜，回家试着
做，做出来让儿子尝尝，儿子说好
吃，又让老公尝，老公连声说：好吃
好吃！我问他：真的吗？他认真地点
头，还说我不笨，学什么会什么。我
思索了一下，不放心地问老公：你
这么说，不是为了鼓励我做饭吧？

——— @蔬菜宝宝 1999

文／闫养民

我这人天生胆小，最怕和
领导说话了，可眼下有一档子
事又必须和领导接触。前几天
因为粗心，上班时出了不大不
小的事故，领导说要扣我一个
月奖金。这我认了，可我怕领导
会因此揪我的小辫子，让我下
岗，要知道现在可是竞争上岗
的关键时刻啊！

我觉得首先要有个诚恳
的认错态度，于是中午休息
时我写了份自认为相当深刻
的检讨书，想在下班前交给
领导，可在领导办公室门口
徘徊了好几次都没有勇气敲
门。眼看下班时间就要到了，
我索性把心一横，将检讨书
握在手心里一头撞开了领导
办公室的门。

女秘书知趣地从领导大
腿上站了起来，领导也赶快站
起身来。

“是小闫啊，有话好说，有
话好说嘛。”领导紧张地盯着我
插在裤兜里的双手。

“我……我……”我散乱着
头发，涨红了脸。我想说我是来
向领导检讨的，可支吾了半晌
也没说出口。

“你那个事还希望你能理
解！作为领导，我必须得表态，
要不然还不乱套了？”领导倒了
杯水，颤抖着递给我。

“我……我……”我抽出右
手去接，可没接稳，“啪”的一
声，纸杯掉在地上，水花四溅。

“是这样，你那个事我只是
说说，还没有发文，还可以商量
的……”领导到底是领导啊，还
是和下属有感情的。我一激动，

终于抽出左手，并将左手攥着
的检讨书双手递过去。

“谢谢领导开恩，这是我的
检讨书！”我终于憋出一句话
来。

领导长舒了一口气，立马
严肃起来，威严地坐回老板椅
上，将我的检讨书随手扔在办
公桌上，颐指气使地说：“你态
度要放端正点，我决定要扣除
你两个月的奖金！”

“我……我……”我又开始
结巴起来。

“我什么我？再不老实我让
你下岗！还有什么事？还不出
去！”领导忽然发怒了。

我赶快退出去，很小心地
替领导带上门，只听见领导对
女秘书笑着说：“吓我一跳！我
就说嘛，平时蔫了吧唧的小闫
还翻了天了？”

表态的艺术

文／寒江穆

朋友大刘找我，说他的公司
需要申报一个业务资质，事情办
得差不多了，却突然卡了壳。他打
听了，这事儿必须找某局一把手
王局长才能解决。“你在机关工
作，肯定有办法，帮帮兄弟吧！”大
刘一脸可怜状。

王局长我不认识，但大刘毕
竟是多年的朋友，他开口了，我也
不好意思拒绝。打了七八个电话，
费了不少口舌，终于找到一个能
和王局长说上话的朋友——— 多年
前一起参加公务员培训的赵刚。
说明来意，他很客气地说：“王局
长这人不太好说话，我试试看
吧！”“需要打点的地方尽管说话，
请客送礼都没问题！”我急忙笑着
回应。

等了三天，没有回音。大刘催
我，我只好催赵刚。“别着急，我已
经和王局长说了，他说这事儿他记
下了！”“那是不是需要打点一下？”
我有点不放心。“暂时不用，等事情
办好了再说！”话已至此，我也不好
再说什么，只好继续等待。

半个月后，从同事那里得知
王局长被纪委双规的消息，我的
心情颇为复杂。这个王局长，早不
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我找他办
事的节骨眼儿上出事。不过，幸亏
当时没着急给他送礼，否则在他
的受贿记录上，岂不是有了我的
名字？只是大刘资质的事，看来只
能一拖再拖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忙着，大刘
打来电话。这半个月，一直没有他
的消息。于是我调侃他：“今天怎
么想起我了？”“韩哥，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我的资质办成了！”“什
么？怎么办的？”我有点不相信自
己的耳朵。“很简单，新上任的局
长签了字，事情就办了。我听他们
说了，我这事儿本来完全符合条
件，就是原来那个王局长卡着不
给签字，他整天行贿受贿惯了，想
让我出出血……”

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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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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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qp@163 .com

怕被误会
文／吴昆

单位的女同事小张不幸
出了车祸，虽然伤势不是很
严重，但还是需要住院观察。
我平日里和她并不是很熟，
可毕竟是一个单位的，不去
探望一下有些说不过去。由
于单位同事之间经常传一些
不靠谱的绯闻，我一个人去

探望说不定被误会，所以打
算找一个人和我一起去，避
避嫌。

我找到平日里和我关系
不错的女同事小刘，刚和她
说了小张的事，并提议一起
去看看小张，小刘马上惊讶
地说：“哇，你是不是对小张
有意思啊？这么殷勤。”我很
无奈，告诉她就是因为怕被

人误会才找她一起去探望小
张的，她这才答应和我一同
去探望。

下午我们俩提着水果刚
走进病房，还没来得及寒暄，
小张看到我和小刘一起来
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随后又神秘兮兮地问道：“你
俩啥时候好上的，我咋都不
知道呢！”

青未了微生活 V

http://weibo.com/shenghuoguangji

“老谢退休了”

巧打电话

文／马卫

店里来了顾客，选好东西交了
钱，装上车就走了。店长一对账，这
才发现忙碌之中店员竟然多给了顾
客一桶油漆。店长赶紧给那位顾客
打了个电话，顾客不一会儿的工夫
就回来了，着急地问：“怎么回事？”
店长笑着说：“谢谢你赶回来，这是
我们的失误，刚才员工往您车上多
搬了一桶油漆。”顾客和店长一起数
了数油漆的数量，还真多了一桶，随
即让店员搬下了车。

顾客走后，我们都问店长是
怎么打的电话，能让顾客这么快
就赶过来了？店长笑着说：“我没
说多给了他一桶油漆，只是说拿
错货了。”

文／焦淳朴

周末下午带儿子到超市买衣
服，恰好碰到他同桌的妈妈，她摸
着我儿子的头说：“我们家彤彤回
家常说，你们家天翼既听话又学习
好，还是班长，真羡慕你们，怎么教
育出这么好的儿子？我们家彤彤要
是赶上他的一半我就心满意足
了。”

我听了虽然心里得意，但还是
忍不住客气了几句：“你们家彤彤
表现也不错，天翼也不像她说的那
样完美，天翼要是捣起乱来，也同
样让人头疼。”

我们又随便聊了几句，便说再
见了，看彤彤妈妈走远了，儿子不
满地说：“妈妈，人家又不是夸你，
你瞎谦虚什么呀！”

何必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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