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玲今年都 30 岁了， 还没有嫁出去，转
眼成了另类的剩女。并不是小玲条件不好，她
身材婀娜，面目姣好，有份不错的工作，可谁
让她偏偏摊上个不说理的妈， 生生把自己耽
误了。

眼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找到了好归
宿，有的还当了孩子妈，小玲的心里就憋气，
可憋气还不能说，只能窝在心里。小玲妈不着
急，她劝小玲说：“闺女啊，找对象和拾麦子是
一个道理，最后拾到的麦子颗粒最饱满，咱这
么好的条件，一定要让对象对得起自己。 ”

还真应了妈妈的话，老天把小林送来了，
小伙子眉清目秀， 说话彬彬有礼， 是个大学
生。 小玲满意，小林也没意见，两个人迅速坠
入了爱河。 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媒人来了， 在客厅里和小玲妈商量结婚
事宜，小玲在卧室里听得真真的。 这一听，小
玲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妈啊妈，你又犯了老毛

病，你是想让我一辈子嫁不出去吗？ 原来，小
玲妈提出来的条件高得吓人： 一套 100m3 以
上的房；一辆 20 万以上车；10 万以上女方名
下存款；生育期间雇保姆；婚礼要盛大；婴儿
奶粉要进口；工资奖金上交；逢年过节回娘家
过； 每年至少一次旅游； 对老婆忠诚、 服从
……果然， 媒人听了这条件， 客套几句就走
了，看起来这结婚又会没戏。

果然，媒人一走就没了音信，小玲给小林
打电话，小林态度变得很冷淡。 他说，你们家
不是找女婿，是找银行啊！ 这么贵的媳妇，我
可娶不起。还没等小玲再解释，小林“啪”的挂
了电话，气得小玲眼泪都流了下来。

不行，决不能让妈妈再破坏自己的幸福！
一定要想个办法拯救自己。躺在床上，小玲一
晚上没睡，想着想着，她想到了一个主意。 小
林和小玲再也不约会了， 小玲还是照样上班
下班，生活过的很有规律。可细心的小玲妈还

是发现了女儿的变化，小玲不爱吃饭了，神情
也懒懒的，有几次，她居然还在卫生间大声呕
吐。死闺女，难道是？这要真是…….哎呀，自己
的脸可往哪搁啊。小玲妈急得团团转，这一下，
她想把女儿尽早嫁出去。

小玲妈给媒人打了个电话，请她务必来
一趟。 媒人来了，小玲妈满脸堆笑，又是倒茶
又是拿水果。 小玲妈问媒人结婚的事搁了这
么长时间了，咋一点动静也没呢？ 媒人一声
长叹，小林家里穷，达不到你提的条件啊。 小
玲妈马上说，没关系，现在不是提倡节俭吗，
咱还能这么没觉悟？ 一切看小林家的意见
吧，我啥条件也没有。

新婚之夜， 小林深情地拥抱着小玲，问
她怎么妈的态度转变这么快，小玲神秘的一
笑，傻瓜，管那么多干嘛，今后对我好就行
了。 小林在她耳边低语，放心吧，老婆，我一
定让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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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心计
□ 王新芳

故事会

一语惊人

讽刺与幽默

开心茶馆

热媒热议

跟姑娘相对无言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只要说
一句就能打破僵局：“你瘦了，怎么做到的？”顿时气
氛活泼，话题迭起，春暖花开。

打破僵局

领导与警卫员一起登山。半山腰，警卫说：“领
导，走累了，咱回去吧。 ”领导厉声道：“我都没说
累，你倒先说累？ 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
呢？如果干革命也这样，能成功吗？”警卫羞愧地低
下了头。 领导鼓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啊！ ”警卫
委屈道：“可我实在是背不动您了啊！ ”

登 山
我们有个同事， 对羊肉过

敏，一吃羊肉脸就肿，所以大家
每次吃烤串都带上他， 他的脸
肿得越厉害， 便可判断那家的
羊肉越真。

过 敏

＠ 安徽商报【男子在列车上偷东
西 得手后因紧张兴奋晕倒】10 月 9 日

下午 3 点多，由于上火车作案前一直没有吃饭，车上偷东西得
手后既紧张又兴奋， 王应刚刚将赃物藏在座位下面就晕倒在
过道里，被四川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擒住。

＠华商报【城管相亲接触十几个女孩 均因身份问题告
吹】 西安某城管局工作的张某近日发帖诉苦称， 只要相亲

“亮明身份”就没下文。 两年来，我前后接触了十几个女孩，
都因我的工作单位没成功。他对记者称因为该帖，自己已被
很多熟人认出。他表示会一直文明执法，渴望姑娘们给他追
求幸福的机会。

＠广元晚报【男子碰瓷撞上熟人 倒地耍赖演戏到底】
9 日中午， 郑州街头上演了一出碰瓷闹剧。 据监控显示，
碰瓷男子径直朝等红灯的面包车走去，躺在地上，喊着疼
死了。 可是一睁眼才发现面包车司机是认识 7、8 年的同
事，他虽然很囧，但本着“专业精神”还是坚持演戏到底，
直到被抬上 120 救护车。

＠北京青年报【合肥一驾校在五楼楼顶设练车场】听过在
楼顶设立停车场，但您听过驾校把练车场设在楼顶吗？ 在安徽
合肥，一座购物中心的楼顶竟然成了一家名为“八一”驾校的
练车场，不少网友对此表示惊叹，说是纯粹在考验心理素质，
学员还敢踩油门吗？ 这是在用生命学车。

＠三湘都市报【错把金额输成手机号 充了 10年用不完的话
费】“13574”，这是长沙某高校大三学生刘俊(化名)手机号码前几位
数，而这两天，他看到这个数字就欲哭无泪。 10月 9日晚，他在银行
ATM机上交话费时，错把充值金额一栏看成了手机号，一次性为自
己的手机充了 13574元话费。 而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他为此不仅自
动成为通信公司VIP客户，并且还享有“永不停机”的特权……最
终，在记者的帮助下，通信公司承诺将返还这笔被误充的巨额话费。

＠ 法制晚报【姓氏这样读】仇读“求”；区读“欧”；召读“哨”；任
读“人”；华读“化”；燕读“烟”；朴读“瓢”；折读“舌”；单读“善”；种读

“虫”；黑读“贺”；解读“谢”；繁读“婆”；纪读“己”；查读“扎”；缪读“妙”；
盖读“葛”；乐读“月”；逄读“旁”；万俟读“蘑奇”；尉迟读“遇迟”。

名人名言

不是人为
□ 刘小芳

漫画

表 白
两男生同时向一女生表白，女生淡定道：

“你们周游世界后再回来跟我说。 ”一男生立
马收拾包裹准备出发， 另一男生绕女生转了
一圈 ， 说出历史性的一句：“You� are� my�
world.”女生当即心如鹿撞、脸泛红晕……

最后她决定选择两个男生中比较有钱的
那位。

想吃点什么
“老婆，今晚想吃点什么？ ”

“我想吃螃蟹、土豆炖牛腩、糖醋
鸡翅！ ”“好！ 我今晚有点事，你做
好了等我回去陪你吃，爱你！ ”

公司有一女孩挺漂亮的，已经有男朋友
了。 不过还是经常有男孩对她有好感，并展
开追求，她表示不胜其烦又懒得解释。

公司一同事想出一办法，在她骑的自行
车后座上放上一儿童座椅！ 果然，以后没人
再追了……

新 招

有一天傍晚， 一中年男人用微信查找附近的
人，加了一个最近的女孩微信，然后发消息说：“美女
你好！ 离你好近啊，有时间一起喝喝茶啊！ ”女孩回
答：“爸，大晚上的，快睡觉吧……”

附近的人

“你看，爸爸妈妈在做爱，然
后妈妈的肚子慢慢大了。 ”

———湖南“鹰爸”结合图片对 5 岁儿子大谈性教育，
称晚谈不如早谈。

“光给钱有什么用，我就想每天看着他，让他关心
我、照顾我。 ”

———北京 77 岁老太起诉儿子“求关心”，称让自己
住哪都行。

（富得流油 +穷得掉渣）/2=小康
———有报告称近 9 成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平均面积

100平方米。网友评，住房面积被平均，工资被平均，存款
被平均。 被平均后才幸福？ 待到 2020年，我们还将幸福
拥有被平均的“收入翻番”。 中国式被平均，只能凸显贫
富差距。

“你看我今天会不会把刀子放在你的脖子上。 ”
———香格里拉导游上车后要求交纳藏民家访的费

用，否则刀架脖子。

“以后面对调皮的学生，我管还是不管呢”
———泸州老师 21 天 12 次向被打学生及家长道歉

仍未被原谅。 对未来教学感到困惑。

语丝语录

养家糊口
甲和乙在酒吧里喝酒闲聊。甲：“经济再

不景气，养家糊口都难了呀……”乙：“你有
几个小孩啊？ ”甲：“5个。 ”乙：“天呀，5个的
确不好养！ ”甲：“孩子是个小问题，让我发愁
的是孩子们的 5个妈。 ”

上流社会人捧人，中流社会人比人，下流社
会人踩人。

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

有些人，明明知道爱上会受伤，偏偏要爱;我们一直如此，一边深爱，一
边伤害。 细细想来，很多的爱，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

人生的路，靠的是自己一步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选
择。 而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决定人生的，不是命运，而
是你自己的每一次抉择。

回忆永远是惆怅的。 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
还是伤心。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
数人死在明天晚上，见不着后天的太阳。 ———马云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了三个梦：天下梦、国家梦和个人梦。 天下梦
就是大同梦，国家梦就是强国梦，个人梦就是幸福梦。 这些梦互为前提，彼
此成全。 ———易中天

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即为美德。 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诠释语言，
保持比对方迟钝的感觉。 此乃社交之诀窍，亦是对人的怜悯。 ———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