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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屁孩三年级，姐姐五年级，他们开
始制订假日计划。

我问他们：“玩还要订计划吗？ ”
“当然了，玩也要会玩啊。 ”我不知道

他们觉悟了什么，便不打听，不过问，只作
旁观状。

他们的计划是， 学点打乒乓球的技
法，这样玩才有意义。

我问：“为什么要有意义呢？ ”
他们白我一眼，“每学期都有乒乓球

比赛的，人家的爸爸妈妈都让人家练乒乓球了，人家都要多才
多艺，哪像咱家的大人，都不管我们。 ”

碰一鼻子灰的我， 无趣地一边自己玩去———喜欢什么就
玩什么，我喜欢阅读，从来都是抱本书“玩”。

两孩子在那边议论，“劳逸结合， 不能跟妈妈一样成近视
眼———加上‘写半小时作业，跳绳五分钟’”。听他们的安排，我
感觉我也应该列个计划，于是，也劳逸结合———半小时之后，
借他们的小绳跳一下……他们看了我哈哈笑， 于是把我也列
入他们玩的计划———“玩的时候， 叫上妈妈一起跳绳、 当裁
判”，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有时候，我也纠结———这么玩乐，什么都不学，会不会误
了孩子？“玩耍里面有很多学问，做人的做事的……”先生总是
这样说。时间久了，我成了彻头彻尾的懒妈，跟懒爸一样。懒爸

闻听，他标榜自己：“你是懒妈，我可不是
懒爸，我是无为而教———大境界。 ”这时我
恍悟， 每天晚上的名著都是他在导读、领
读、诵读；外出旅行的计划，也是他带着孩
子们一起查路线、搜名胜、看资料……

有一天，我装模作样要给孩子们听单
词，突然发现，有些词现在我都不会说了，
而孩子们都会，我吃惊不小，问道：“从哪
学来的？ ”姐弟俩很莫名其妙地怪看着我：
“玩来的啊！”“玩什么？”“喏———原版的点

读童话书、故事书。”我夸奖他们几句，他们更拽了，直说“Just�
so� so”！ 这时，我想起当初买这个点读器时，我嫌价格高，很不
屑； 先生更不屑于我：“只要玩到一两个单词， 这银子就花得
值，没想让他们从头到尾都学会。 ”

嬉笑玩乐中，他们居然会识谱了，小儿还得意洋洋说他会
写词，他写的词就是———“江南 Style 的小学生假日版”。 女儿
居然用她的古筝演绎出来那“Style”的悠闲感觉。 哦，天！ 他们
还会缝衣服了， 给芭比设计“巴黎春”“伦敦秋” 各系列的

“Model� Clothes”！ 小儿还会木工，给芭比做了专用方凳，高腿
的，矮脚的———美其名曰“欧陆古典家具”“日式榻榻米”……

先生这时很想点醒我，“明白了吧，我们看似没做什么，但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是啊，即使谁也不追风，风也都会跟着谁
呢，而且很有 Style！

夕花朝拾

姐弟俩的假日 Style
□ 秦湄毳

灿烂笔记

“老师，我做完了家庭作业，但它被狗吃
了，因此今天我交不了作业。 ”

“老师， 我家的猫把我做好的作业弄坏
了。 ”

这是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在收家庭作
业时常常会听到的一些交不出作业的理由。
每当这个时候，老师总会无可奈何。 记得某
部影片中就有一节是专门讲述学生因为完
不成作业而找理由请假的故事情节妙趣横
生，现将有关内容复述如下。

一天早晨， 老师麦考特来上课， 学生
Mikey递过来一张条子。
亲爱的麦考特先生：

Mikey 的外婆，也就是我妈，今年 80 岁
了。昨天她喝多了咖啡，从
楼梯上摔了下来， 由于我
得去码头那里的咖啡店上
班， 所以我把Mikey 留在
家里照顾他外婆和他的妹
妹， 致使Mikey未能完成
他的家庭作业。又及：他外
婆没事。

Mikey的妈妈敬上
而就在半个小时前，

麦考特先生无意间撞见了
这个名叫 MIkey 的学生用左手写了这张条子。 这个学生原
来在天主教学校上学，嬷嬷们教给了他一手好书法，于是他
用左手冒充母亲写了这张条子。

麦考特先生当时就想，自己收到的假条本来就有很多是
有待查实的，他要是全部去追究的话，那一天 24 个小时就无
法做别的事情了，于是他把条子塞进了抽屉。就在那时，他看
到抽屉里躺着几十张参差不齐的条子，突然如醍醐灌顶。 以
前他一直未能真正感受到醍醐灌顶的滋味，现在他终于体味
到了。他明白了学生为什么平时写篇两百字的作文都牢骚满
腹，仿佛老师要杀了他们，而写起请假条来，却文思泉涌，那
些请假条简直可以作为典范佳作来宣读的原因了。这些急中
生“智”、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的条子简直可以入选《假条大
全》或者《谎言录》了，他所收集到的讲述未完成家庭作业的
原因的条子就有下面这些。

我家炉子着火了，顺着墙纸烧到了屋顶。 消防队员来忙
了一夜，我们全家一宿没睡，所以我没有做完作业……

我家厕所的水龙头坏了，我只好到同一条街上我表姐上
班的酒吧上厕所，没想到那里的厕所在搞维修，所以老师您
可以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安下心来完成家庭作
业。顺便说一句，麦考特先生，酒吧里有个人说他认识您的哥
哥。

我其实完成了您布置的作业， 但今天乘坐地铁的时候，
我的书包被地铁门夹住了。 车开走了，作业也没了。

我妹妹的狗把我的作业本给吃了， 但愿这该死的狗噎
死。

作
业
被
狗
吃
了

□

羽
墨

人类天生就有“宠物情结”。 作为
最忠实的玩伴， 宠物不仅能带给人类
欢乐， 而且对培养孩子的爱心及责任
感有很好的作用。 随着我们生活条件
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宠物走进了千家
万户， 成为了不少家庭中的“特殊成
员”。 然而， 养宠物的弊端也是显而易
见的， 这就是传染疾病。 目前， 随着
宠物热席卷神州大地， “宠物病” 也
正以空前的势头向宠物喂养群体逼近。
因此， 为了人类的健康， 宠物爱好者
需要补上“宠物病” 防治这一课。

养观赏鸟需防“鹦鹉热”
危险指数★★
鹦鹉身上一种叫衣原体的病原体，

主要随鹦鹉的鼻腔分泌物及粪便排出
体外， 可经人体破损的皮肤、 口腔、
鼻腔等途径进入人体。 患上“鹦鹉热”
后， 除持续发热外， 还会出现剧烈的
头痛、 咳嗽和带血痰、 食欲减退、 呕
吐、 关节痛等， 严重者还会出现呼吸

困难、 昏迷。 另外， 许多观赏鸟类如
金丝鸟、 相思鸟、 红雀、 百灵鸟等，
甚至有的家禽如鸡、 鸭等也会传播

“鹦鹉热”。
养鸽要当心呼吸道感染
危险指数★★
鸽子身上带有不少危害人体的真

菌， 如新型隐球菌等。 当人与鸽子密
切接触后， 新型隐球菌便通过呼吸进
入人体， 在肺部引起炎症， 因此病人
有发热、 咳嗽、 吐痰、 胸痛等症状及
气喘等表现。 对因接触鸽子而以咳嗽、
气急等开始的病症， 医生称之为“饲
鸽者肺炎”。 如果隐球菌引起脑膜炎则

会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
上呼吸道感染也是哮喘发病原因之一。

养猫要防弓形虫病
危险指数★★★★
猫体内易寄生弓形虫， 人被传染

后， 可有发烧、 全身无力、 眼结膜炎、
肌肉酸痛、 关节痛、 淋巴肿大等症状，
尤其女性在怀孕时得病会导致婴儿发
育异常， 出现脑积水、 小头畸形、 小
眼球、 意识或运动障碍等。 猫还可引
起“猫抓病”， 表现为人被猫或狗抓伤
或咬伤后， 1-2 周内在抓(咬)伤的部位
附近会出现不痛丘疹， 会出现淋巴结
肿大且部分化脓。

相处有道

要宠物,不要“宠物病”
□ 振河

妈妈买了许多包饺子的材料回来。
“今天晚上吃饺子！ ” 我和表姐一齐欢
呼，我们很久没有吃家里做的饺子了。

妈妈麻利地和好面，剁好馅，准备
包饺子。 忽然来了一个电话，她接完电
话就出去了，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我望着桌子上和好的面和剁好的
馅， 想起以前和妈妈包过很多次饺子
了，就对表姐说：“美女，我们自己来包
饺子吧！ ”

我和表姐分了工， 她擀饺
子皮，我负责包。 我开始捏的几
个饺子难看极了。 经过不断地
调整，慢慢地，包出来的饺子越
来越漂亮了。

妈妈回来的时候， 我们已
经包完了。 她看见我们包的一
桌饺子， 笑了起来：“你们做得
真不错啊， 可这馅里我还没放
盐呢！ ”

听到妈妈这么说，我喜悦的心情顿
时没有了。 我说：“要不咱们重包吧？ ”

“已经没有材料了，就蘸点酱油吃
吧，只是味道不会有原来那么好了。 ”妈
妈说。

花费力气包的饺子并不美味，我可
不甘心。 怎么办呢？ 有了！ 我想出了一
个办法———给饺子“打针”！

我把想法告诉了妈妈和表姐。 表姐
说我的点子真是太有创意了，妈妈也觉
得可以试一试。 她们兑好盐水，我找来
了老爸备用的新注射器，一遍遍给注射
器消了毒后， 才将盐水吸入注射器中，
接着给饺子一个一个地“打针”。 为了使
盐水分布均匀，我在每个饺子上挑了几
个地方注射。

晚上，妈妈把香喷喷的饺子端上
桌子。 大家吃着饺子，都
说味道不错，纷纷向我竖
起大拇指，说我遇到事情
能积极想办法了。老爸还
告诉我，这种方法确实也
应用在制作食品的过程
中。 比如，在烹调肉食或
烘焙蛋糕时，用注射器往
里面注入一些调配好的
汁液，可以改善味道和质
地。

创新少年

给饺子“打针”
□ 陈远意

太阳小说

听说美国有一家公司最近推出了一款“手机
监狱”，虽然我并没有见过，但它是我在 11 岁生日
那天最想得到的礼物。

爸爸低着头，一边刷着微博，一边好奇地问我
“手机监狱”是个什么东西。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这款‘手机监狱’是设计师专门为你的手机设计
的！ ”我一把抢过爸爸的手机，示意他要认真听我
说话。

“手机监狱”是一个用铁栅围起来的小型“监
舍”，里边配有多层架床，可以同时放 6部手机。时
下流行的智能手机包括 iPhone、 黑莓等都可以对
号“入住”。 手机“刑期”最短 15 分钟，最长一个小
时。 被投入“监狱”后，手机在“刑期”中只有一次
“假释”接电话的机会，“刑期”未满不能拿出。“假
释”后，如果有人企图让手机“越狱”，那么“监狱”
就会警铃大作，同时播放录音：“警报！ 警报！ 有人
企图让手机‘越狱’！ ”用这种趣味性十足的方式可
以让人暂时不玩手机，重归正常的人际交流，尤其
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不能再玩手机了。设计师
原来是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个有孩子的家
庭，爸爸妈妈们一定会很高兴的，而这个“监狱”的
钥匙则由家长拿着，进行统一管理。

但是，我认为这把钥匙应该由我来保管，我要
把爸爸的手机扔进“监狱”，“刑期”不满不得“出
狱”。这样，爸爸就不会只顾着用手机拍照片、刷微
博，而忘了对我说“生日快乐”；他就不会边吃饭边
玩手机，从而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他也就不会花大
量的时间在手机上， 而减少了和我说话的机会
……以前， 我会因为爸爸用着一部好手机而向同
学们大肆炫耀；以前，我也梦想着自己能够拥有一
部功能齐全的手机，能上网、听音乐、玩游戏，还能
看视频……但是现在， 当我看到爸爸对手机越来
越有“瘾”时，我多么希望他的手机只能用来打电
话和发短信，我多么希望他能放下手中的手机，好
好和我吃一顿美味的晚餐……

爸爸听完我的心里话后， 紧紧握着他的 i-
Phone5， 说是怕我会真的把他那花了好几千块钱
买的手机扔出去。他那样子把我逗得哈哈大笑。爸
爸经过认真地考虑后， 最终决定允许我在吃饭的
时候替他暂时保管手机， 并且可以给手机判“刑
期”，而他也要暂时把我的游戏机扔进“监狱”。 虽
然当时我嘴上叫苦，说爸爸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
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
才是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

把爸爸的手机扔进“监狱”
□ 嘻哈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