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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看见

讲故事

五万日元一杯的天价咖啡
日本东京涩谷区有一家咖
啡店， 老板森元二郎经营这家
店已经有三年了，但这三年来，
他的咖啡店始终不温不火。
2018年初，森元二郎想到
了 一 个 办 法——
—销 售 天 价 咖
啡。很快，森元二郎就开始在
媒体上打出广告说：“本店供
应50000元一杯的咖啡， 欢迎
各位光临品尝，请提前一天预
订。”这则广告问世后，犹如一
枚重磅炸弹落到了消费者们
中间， 顿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50000元（日元，约人民币3000
元）的咖啡，要比一杯普通咖啡
足足贵出几百倍甚至上千倍
呢， 就连那些挥霍惯了的富人
们也觉得太贵了。不过，人们都
猜它的味道一定不错， 所以还
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尝尝看。

一时间，人们都猜测森元
二郎靠着卖这种天价咖啡赚
足了钱，但事实上，森元二郎
并没有在这种天价咖啡上赚
到什么钱。因为没多久，森元
二郎就把这种天价咖啡的诞
生全过程都公示了出来：第
一，盛咖啡的杯子是正宗的法
国货，价格非常昂贵，而咖啡
则是牙买加的咖啡种植户直
接焙制的。 在接到订单后，法
国和牙买加两路人马开始各
自行动，并且在24小时内通过
飞机运送到日本……另外，店
里的装修也面貌一新，豪华典
雅，如同宫殿一般，而身着古
代服饰的侍女则态度谦和，服
务周到， 顾客虽然花了50000
元高价喝了一杯咖啡，但也用
专程从法国空运过来的杯子

打招呼恐慌症
喝到了同样从牙买加空运过
来的新鲜咖啡，所以依旧非常
值得。
那么 ， 森元 二郎 明 知道
50000元一杯的咖啡赚不了什
么钱，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去
卖呢？精明的森元二郎有自己
的想法：推出赚钱少的天价咖
啡，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随
着人气的暴涨， 普通咖啡、果
汁和汽水这些低价食品才是
老板真正赚钱的地方，也正因
此，这家咖啡店的生意火爆了
起来，短短三个月下来，营业
额就已经超过了此前一年的
销售总额。
没错，做销售，很多时候
你吆喝的并不是这个事物的
本身，而是它带来的影响力。
■唐效英

趣生活

老公“
三八”忙
这几年的“三八”妇女节，
老公都会一大早起来，把围裙
一扎，一脸“谄媚”地对我说：
“今天您的节日， 您就好好歇
着吧。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交
给我了！” 我赖在床上一声令
下：“本妇女今天要翻身农奴
把歌唱！ 记得别学去年了，拖
个地弄得哪儿都是水迹，做个
饭我还得帮你打扫战场 。”老
公低头“喳”一声，奔向厨房。

还别说，好女人真是一所
学校，好老公也都是调教出来
的。记得几年前，老 公 是 衣 来
伸手饭来张口， 弄得我 天天
一身疲惫两袖邋遢。那时候，
我撒不完的气是抱怨， 指着
老公的鼻子说骂就骂。 结 果
是，我辛苦半天，还费力不讨
好，老公一点不领情，家里气
氛一度紧张。 后来听闺 蜜 传
授“御 夫 术 ”， 她 说 好 老 公 是

爱出来哄出来的。 我得 了要
领，经过一段时间对老公“温
柔的轰炸”，再慢慢引导他学
会“抢着帮你分担家务”，果然
成效显著。
所以， 现在我心满意足地
卧在沙发上，手握遥控器对老
公说：“老公， 这个妇女节，你
过得咋样？” 老公说：“我过得
非常充实，非常愉快！”
■马亚伟

婆婆的
“花花世界”
婆婆退休后， 很长一段时
间焦虑失落， 整天窝在家里看
肥皂剧，老喊头晕脑胀，我劝她
出去走走，结交些朋友，有了朋
友，日子自然充实有趣些。
一天， 婆婆从外面回来，
大声地宣布： 从今天开始，我
要“拈花惹草”。公公一听，脸
都绿了， 呵斥她：“老不正经！
你看看你都快六十的人了，还
拈花惹草？不怕人笑话？”我也

为公公担心，婆婆年轻时是个
大美人，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
但风韵犹 存……可 婆 婆拍 了
拍公公的肩膀， 说：“你想歪
了，我是说从今天开始养花种
草，把咱们家整得要像个花园
一样。”
得知她是想种花，我们都
长舒了一口气。婆婆见家人如
此赞成，好不开心，第二天就
借了辆三轮车直奔花市，拉回

一车花盆和鲜花， 有吊兰、红
掌、万年青、发财树、散尾葵、
蔷薇花等各种花卉，开始经营
起自己的“花花世界”。
前几天，婆婆养的一盆梅
花终于开花了， 婆婆很得意，
把花从院子里搬到阳台上，这
样， 我们一睁眼就都看得见。
婆婆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花
花世界，幸福、快乐的心情也
感染了全家人。
■刘亚华

悠悠地发出来，让人感到舒心
而温暖。这种感觉，是其他的
摆件所没有的，我以为。
有天去接一位笔友，他看
到我车内的书，笑着说：“你把
书放在车里， 不觉得 乱吗 ？”
“不觉得啊。有书在身边，人都
觉得静了，怎么会有乱的感觉
呢？”他细细端详着，沉思着，
说：“你这样选择真的不错。别
人一上你的车，就知道你是一
个爱书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想想，你这样摆，还真有一
种别样的味道呢。”
自己 开 车 ， 书 看 的 时 候
少，但不也能熏陶一下同乘的

人吗？ 同乘的人觉得无聊了，
拿起一本书，看一看，想一想，
时间就这样轻松地打发了。那
冗长枯燥的旅程， 有了书，不
就变得闲逸而充实了吗？
车因 为有 了 书 而 变 得 柔
软，我因为有了书而变得从容。
有书压车的日子，感觉真
的美好。
■章中林

非常道

放一本书压车
压车， 一般是用铜钱、葫
芦或者佛像，但是我却喜欢在
车上摆上几本书。 书和汽车，
这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啊，
它怎么能压住车呢？“书”谐音
“舒”也，它给人的自然是打开
舒展、愉快从容之意。
有人为情所困，有人为财
所苦，而我却为书所迷。一本
书放在前窗，开车时虽然不能
看，但是那油墨的清香却像一
剂镇定剂， 让人浮躁的 心沉
静。而当有阳光跳进车窗的时
候， 那油墨的香味就更加 浓
郁。 书似乎也知道表现自己，
它把那温暖而有质感的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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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怀疑自己患有“打
招呼恐慌症”。 明明平日里也会笑
爱动的， 但每逢打招呼的时刻，大
脑就不受控制地尖叫出声，令自己
面部瘫痪、手脚僵直，总要费尽力
气，才有办法自齿缝间挤出句正常
的“你好”。
说起这恐慌症，大抵在下面几
种情境下产生。第一种是逢年过节
与亲戚打招呼。 八百年未见的长
辈，什么大姥姥三叔祖六婶婆小舅
公的，父母口中说得挺顺，在我听
来全是乱成团的毛线，称谓和脸永
远对不上，每每只能边回话、边努
力掩饰茫然。第二种，也是没法避
免的， 诸如每日必见的大楼管理
员、楼下便利商店店员，以及小区

门卫等，俗话说“日久生情”，不主
动问好似乎冷血了些。
但上述两种状态，都比不上最
后一样令我感到压迫——
—与陌生
人打招呼。有时在外头，明明是累
了想放空，偏偏身旁坐下一位老大
爷来问了声好。也不过基于礼貌地
回复一声，这下竟启动对方的闲聊
开关，从外太空一路聊到内子宫。
说到底， 我对打招呼的恐慌，
源于人际关系的压力。 若轻率以
待，可能会带来遗憾；但，若太认
真，又深怕被缠住难以脱身。如何
拿捏人情分寸， 着实使人头疼，我
只能尽力在失礼和崩溃两端，步步
为营地跳着含泪的恰恰了。
■梨雪

姑娘的偿还
小张和一姑娘合租了一个房
子，姑娘大方、开朗、漂亮，随着时
间的推移， 小张喜欢上了这个姑
娘，但不知道如何表达。为此，他求
教好朋友胖子， 胖子告诉小张，不
能直接表达容易闹僵，要先暗示一
下，看看姑娘的反应。
小张眼前一亮， 说：“对了，今
天上午， 这姑娘朝我借三千元，我
说下午给她，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胖子说：“她一定说尽快还你，
你就说‘没事， 用一辈子偿还就
行。’看看姑娘怎么做，你不就知道
她对你有没有意思了， 如果她怒
了，说明对你没意思，如果她默许，
你小子就有机会了。”
小张一拍大腿说好主意，赶紧
从银行提三千元， 高兴地跑回去
了。第二天，胖子见到小张问怎么
样？小张叹了一口气说：“赔了夫人

又折兵。”
胖子不明白地问：“你没说。”
小张说说了。胖子又问：“难道姑娘
怒了？”小张说姑娘没有怒，而且很
高兴。
这下胖子放心了，说：“既然姑
娘高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小张带着哭腔说：“那姑娘听
完，先是一愣，然后问我是不是认真
的？我说是认真的，姑娘让我发誓，我
发誓了，姑娘信了，激动的不得了。”
胖子笑了，说：“这说明姑娘对
你有意思，你还有什么装的啊？”
小张摇了摇头说：“有啥意思，
姑娘立刻转身走进自己房间，让我
进来，我也认为有戏，立马跟着她。
姑娘走到床前，抱起一被子，递给
我说‘张哥，这可是我最好的一被
子，给你，从此咱们各不相欠了。’”
■任万杰

涨知识

狗狗别名知多少
狗年到，狗有何别名吗？
狗最著名的别称就是犬了。犬
字我们现在还经常用， 而且有时还
不能被狗所代替，像警犬、军犬、导盲
犬等。那犬和狗有什么区别吗？首先，
犬字比狗字古老。 早在甲骨文里就
有了犬字， 而狗字直到《易经》、《诗
经》 时代还没出现。《尔雅》 中说：
“
（犬）未成豪，狗。”看来这跟牛犊、马
驹一样，狗是小犬。而《说文解字》则
说：
“
犬，狗之又悬蹄者也。”至于什么
是悬蹄，则莫衷一是了。
戌。戌本义为一种长柄斧钺类
的古兵器。 古人把它借用为十二地
支的第十一位， 后十二地支又与十
二生肖搭配，戌与狗称为一对组合。
所以有时戌就成为狗的代称了。
尨、庬。这俩汉字瞧着很复杂，
其实尨音忙；庬，则同庞。在古书
里，尨和庬都是多毛的狗。看来狗
狗也是龙种哩。
乌龙 。 此乌 龙乃 一 条 义 犬 ，
《搜神记》有故事说会稽张然养狗
名乌龙，曾奋不顾身救主。从此乌
龙成了狗的别称。 白 居易 有 诗：
“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至于

乌龙球则从英语音译而来， 和古
汉语里的乌龙那是一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啦。
黄耳、韩卢。西晋文学家陆机
有一条很聪颖的狗叫黄耳，能识路
还家。战国时韩国有黑色名犬号称
韩卢，后来也成了狗的别号。《五灯
会元》中说：“直须狮子咬人，莫学
韩卢逐块。”
豺舅、虎酒。《尔雅翼·释兽二》
“豺” 云：“世传狗者豺之舅， 豺遇
狗，辄跪如拜状。”宋代的《茅亭客
话》记载，老虎在吃了狗后，必有醉
意，因而又称狗为虎之酒。谁说中
国古人没有幽默感？ 从这两条，我
们就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了。
地羊、黄羊。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狗》说：“犬，齐人名地羊。”
无独有偶，根据《古今注》上的记
载,狗又名黄羊。狗和羊还真有点
不解之缘呢。
守门使。宋代《清异录》记载，
狗擅长看守家门，所以称它为守门
使。唔，笔者觉得狗的这个雅称最
传神了，亲爱的朋友，你们觉得呢？
■古傲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