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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的警告
男人：“你们

女人为什么要抹
口红？ ”

女人：“是为
了吸引我们喜欢
的男人。 ”

男人：“要是
有你们不喜欢的
男人在身边转来
转去呢？ ”

女人：“那口
红就变成警告
了， 警告男人不
可乱闯红灯。 ”

邓家庄园，仍是在
那个庄园中的小花园
书房中。 家主邓竹铭放
下书卷，望着匆匆走进
的邓九公问：“是那个
凶人回来了？ ”邓九公
点头未语，只是看着家
主。 凝思了片刻，邓竹
铭又问 ：“如何安排
的？ ”

“家主，这次那个
凶人可能不会再忍了，
势必会有动静。 据线
报，驻扎在慈利勒守大
庸出山之口的风字营
已经开始移动。 为防万
一，老朽已令活动在新
安龙凤山一带的邓氏
粮帮护卫队紧急召集，
赶赴易家渡方向阻挠
骚扰； 活动在公安、松
滋一带的青风商团马
队，紧急向澧县、合口
方面聚集。 粮帮护卫队
估摸至迟到明晨能聚
齐二百余人赶到易家
渡，青风马队邓猛是个
急性子，至迟明晚会赶
到澧县。 邓通的镇卫队
也加强了防范，张家有
何动静躲不过他们的
耳目。 ”

“好，老虎不发威都
会被当成病猫；该让邓
猛他们亮亮利爪了！ ”
邓竹铭露出欣慰的笑
容，也显示了一下他在
书卷之气外的果敢与
强猛。“尽管粮帮卫队
和青风马队论人数不
及张家，论凶悍却毫不
逊色， 甚至还有过之，
装备上更有六叔和林
家的援手，比张家那个
凶人的亲卫队还强上
三分， 若他真敢动，让
他也知道一下厉害。 还

得想办法把蒋家拖下
水，不能让他们隔岸观
火，于中渔利。 ”

“好的，老朽想办法
拖住蒋家。 ”

邓竹铭刚拿起书
卷，忽又放下，对刚转
背欲去的邓九公道 ：
“哦，九叔公，那个王九
那里还要关注一下，以
防张家使阴，偷偷地害
了那小家伙。 ”

“家主放心，程八爷
不是盏省油的灯， 他久
走江湖，洪门、盐帮、排
帮都有门人弟子和朋
友。据邓通禀报，下午观
音阁周围出现了几个来
历不明的人， 看样子都
是练家子， 估计是程八
爷召来的人。 ”

“哦，这就放心了。 不
过， 还是派人盯住点，毕
竟张家火器难防。 ”

“好的，家主放心！ ”
邓九公应道。

与此同时，蒋家在
合口镇的“积善馆”中，
蒋家二总管蒋鼐云与
积善馆的馆主蒋本钦
也在筹谋。

蒋家在合口镇虽
设有布绸店、 金器店、
粮栈、山货栈等十多个
店铺，但这个行医济世
的积善馆却是所有产
业的核心，馆主也是蒋
家的外事执事，统管蒋
家在合口镇的所有产
业。积善馆的后院，就是
蒋家的接待和办事所
在。 蒋鼐云身为蒋家的
外事总管，以蒋家之势，
可谓权势滔天， 蒋本钦
作为外事执事， 正是蒋
鼐云嫡系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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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山东）

网购时代 时光（江苏）

最有钱的人
“世界上最有

钱的人是谁？ ”
“奥特曼，因

为所有取款机上
都印着他名字的
缩写‘ATM’。 ”

董行（西藏）

抱怨
妻子给远方的丈

夫寄了一条被子。
不久，丈夫发来

短信息 ， 只有三个
字：“由、甲、申。 ”妻
子看不懂，就拿信息
问邻居。 邻居笑道：

“信息上讲， 你丈夫
盖被子，盖住脑袋就
盖不住脚，盖住脚就
盖不住脑袋，盖住身
子，脑袋和脚都盖不
住了。 ”

■杏林茶座

２０12年3月27日 星期二

■凡人故事

更年期大战
文竹韵（山东）

有一段时 间 ，
老公发现“更年期”
仨字特别好使， 每
当我们之间发生争
执， 他就会抛出一
句： “你是更年期，
不跟你一般见识。”
“更年期” ———让多
少女人忌讳和切齿
的字眼， 用在我身
上， 也同样收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
更年期=老+丑+坏脾
气+疾病+……反正
是积“三千憎恶于
一身” 的了， 只要
这三个字冲进我的
耳朵， 我就成了霜
打的茄子， 再也无
心恋战了。

是 啊 ， 本 来
“豆腐渣” 的身份与
“一枝花” 叫板， 论
资格就该底气不足
了 ， 可 我 还 是 对
“更年期” 的身份提
出了质疑———我有
那么老那么丑那么
神经兮兮吗？

于是， 我偷偷
上网找资料 ， 发现
自己确实有“疑似
更年期” 症状， 但
问题不大， 要验明
正身的最好办法就
是去医院检查， 弄
清是否内分泌失调。

当我拿着检查结
果走出医院的时候，
感觉浑身轻飘飘的，
有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我如同当年孔
乙己排出九文大钱

一样有范儿， 骄傲地
把检查报告呈到了老
公面前， 为自己被打
成“更年期” 分子平
反昭雪。 然后细数男
性更年期的种种症状，
如发福、 胸闷、 高血
压、 睡眠减少、 反应
迟钝、 性情暴躁、 胃
肠道紊乱……把老公
有的和“莫须有” 的
症状， 全部用放大镜
的形式对号入座， 直
驳得老公无言以对。
老公支吾着： 算你狠！

自从翻身农奴把
歌唱， 老公再也不拿
“更年期” 打击我了，
我倒畅快淋漓地上演
了几次“你是更年
期 ， 不跟你一般见
识” 的翻版剧。 看到
老公跟当初的我一样
立刻失去斗志， 我又
好气又好笑。 不过私
下里也进行着矛盾斗
争： 万一真把老公暗
示到更年期的道上
去， 我还不得与他风
雨同舟共赴“更年
期” 难啊， 这样的玩
笑可不能开大了。 于
是在“攘外必先安
内” 原则基础之上，
通过和平谈判， 双方
一致达成协议： 不许
拿“更年期” 来扣帽
子、 打棍子， 要齐心
协力推迟更年期的到
来， 即使有一天它不
请自来， 也要适应
它、 战胜它， 顺利闯
关， 共创美好明天！

秦伯伯是父亲的老同事，
他的女儿因为婚姻问题， 前不
久自尽了。人在这个时候，最需
要安慰。

来到秦伯伯家， 秦伯母正
躺在床上， 神情黯淡， 面色憔
悴， 失去女儿的悲痛还没有散
去。当她看到我的妻子后，或许
想起了自己女儿， 竟抱着妻子
嚎啕大哭。屋外鞭炮声声，屋内
一片凄惨， 我和妻子也心中悲
切，不知如何开口。

秦伯伯声音低沉沙哑：“你
说这孩子， 婚姻没了不是还有

爸妈吗？ 怎么就……” 话到痛
极，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秦伯伯和秦伯母都是热爱
生活的人。 而此刻我却看到，屋
里凌乱不堪，衣物用品扔得到处
都是， 餐桌上的盆碗长时间不
刷结了硬痂， 几个开裂的馒头
干硬成石头状……两位老人如
何过的日子，可想而知。 心里对
逝者的同情， 不由得渐渐变成
愤怒。

高中一位同学， 刚刚毕业
就因为酒后驾摩托车命丧黄
泉。在他出事的地方，连续十几

天， 他的老母亲都彻夜痛哭到
昏迷。 那声音我听过， 凄厉如
锥，钻人肺腑，让人心疼无比。

给同学送葬时，他的一个长
辈对着他的遗像大声呵斥： 你拿
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死了，一了百
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想过你
爹娘没有？ 他们都被你折磨成什
么样了，你这孩子，太不孝顺！

人啊， 不要以为生命是自
己的。 这世上的血脉亲情、爱
情、友情，千丝万缕都系于你
身，当你辜负了这一切，受伤
害的只能是最爱你的人。

生命，不是一个人的事

200 余家企业携手打造近 10000 平米的展会规
模，为各大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生产及经销单位提供
了一个深入交流的专业平台。

本次展会展品涵盖各种口腔设备、诊断设备、治
疗设备、辅助设备、卫生材料及用品、生物技术及设
备、实验室仪器及设备、医学检验分析仪器等。

暨第 19 届湖南医疗器械展览会
时间：2012 年 3 月 28-30 日 地点：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湖南省医学会 承办：(中英合资)长沙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2012 中国中西部（长沙）医疗器械展览会

竭诚欢迎各大医院领导、 设备
科及相关科室负责人、 医疗行业专
业人士参观洽谈！

专业展会 专注效果 专业服务

医学会：雷军 13875970423����组委会：陈继华 0731-82865666

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服务医疗行业 服务扩大内需 服务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