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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快到了!人们忙着办年货!我

一个人生活也就从简了" 但商场里超

市的包子不能不买!它咸淡适中!香而

不腻" 美味可口!常吃不厌" 偌大的包

子!才一元一个!可谓物美价廉" 一个

热腾腾的大包子下肚!就是一顿美餐!

生活方便多了"

是日我到超市买了
$

个包子!一

斤糖果!结账时一共
#%&'

元" 两样东

西需要这么多钱#一个闪念掠过脑际!

但看到结账的人前拥后挤! 收银员手

脑无暇!便不忍给她再添麻烦!就提货

回家了"

无意中阅读购物小票! 竟然有芝

麻酱一瓶!价钱是
"(

元" 我压根未购

买!查看袋中亦无此物!怎么回事# 找

去$ 我急了% 但又一想!区区
)(

元钱!

仅够来回的车费! 耄耋之躯! 还折腾

啥" 何况人常说&财去人安乐%

继而转念一想& 明明做了 '冤大

头(!却不言不语闷在肚里!还自以为

安! 只有鲁迅笔下的阿
*

才会如此%

于是便拨通购物小票上的电话! 一番

话语!对方十分重视!没有过多询问!

就让我持购物小票前去办理退款事

宜%到了超市!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

女孩!她是领班主任% 她诚恳热情!对

我频表歉意!退给我多收的钱!还要补

偿我往来的车费% 我坚持不要往来的

车费!但她执意要给%我说&)你们不是

出于同情! 才对我这八九十岁的老人

补偿车费吧# (*不!不!我们对任何顾

客都一样!这是我们商场的规矩+ (她

笑着回答"*你们就不怕有居心不良者

冒领吗# (*我们相信广大顾客是诚实

善良的!唯利是图者还是少数"只要我

们做到真正为顾客服务! 他们必然把

这里作为最佳购物的地方"(领班主任

充满自信地回答"

商场在处理此事时! 非常大度勇

敢!这种大度和勇敢!是基于对顾客的

高度信任!坚持顾客至上的理念"虽小

事一桩!但反映了商场的商德厚重!是

正能量的发挥"

民间老才子

!

张宜举

古稀之年的文广兄!中等个儿微胖!身体硬

朗" 黑红的面庞终日盈笑" *笑(好似在他脸上扎

了根!大伙说他是*布袋笑佛老二("

文广兄自幼聪颖好学!思维敏捷" 他虽只上

过
(

年小学!但言谈话语雅俗兼并!充满浓厚的

文化味儿" 他不仅能言善辩!且诗歌,快板,顺口

溜,小品等无所不能!大家都称他是*民间才子("

我最喜欢他的歇后语! 他每说一句歇后语!

都会博得笑声一片" 文广兄说歇后语张口即成!

就像古代大诗人杜牧*出口成章!立马千言(" 他

的歇后语生动形象!乐趣横生"而且!他的歇后语

警醒性,劝喻性强!寓意颇深!有时短短一句话!

就能一针见血" 使人们在褒奖和笑声中联想感

悟!获益匪浅" 人们闲时爱在村里的超市门前看

书读报,打扑克"一天上午!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

关于*

(

-

)+

(的电视节目上"当一消费者手拿一瓶

酒说 *寡淡有异味儿时(! 文广即道&*酒里掺

水...以假乱真(% 另外一位消费者说是去市里

某批发部购物交了
,-..

元! 经理写张条让他去

另外一处库房提货%跑几条街都找不到经理写的

地方%当返回批发部时!只有*铁将军(把门!而那

位经理已不见%文广冷笑说&*空气批发部...买

空卖空(% 这出口即来的歇后语!让人不禁赞叹%

现今!红白喜事随礼风盛!多时一天能接几个请

柬! 每当听到有人发牢骚! 文广会说&*木匠拉

锯...一来一往(%

此外!文广兄还擅写自由诗!捕捉到社会上

某一现象时就会有感而发!或庄,或谐!朗朗上

口!颇有意义%他写的/天地歌0就是一例&儿女结

婚!欢天喜地1现代家居!顶天立地1请柬雪飞!惊

天动地1大摆筵席!花天酒地1事后结账!亏天损

地1债主上门!翻天覆地1新郎新娘!怨天喊地1大

吵大闹!呼天抢地1如此婚事!昏天黑地%他的*教

子八忌(也很实用&一忌娇!娇子不会成好苗1二

忌惯!惯成恶习改亦难1三忌松!放任自流儿不

聪1四忌护!护错袒短终生误1五忌溺!溺爱过分

易生弊1六忌哄!哄的孩子理不懂1七忌蛮!蛮横

无理害非浅1八忌打!打的娃儿说谎话%文广兄的

顺口溜也深受人们欢迎!不少人会背会唱!如重

教,节俭方面的&吃不穷!穿不穷!娃不上学一世

穷!人是铁!饭是钢!没有文化心里慌1不喝酒!烟

也戒!积攒钞票育人才!大吃大喝眼前香!省吃俭

用日月长1丰年不忘欠年苦!饱时莫忘饥时难1勤

俭持家日日富!节约办事月月新1大手大脚不可

有!成由节俭败由奢%说到干部和群众!他也有一

首&党员干部中不中!群众心里有杆秤%干部思想

对了头!经济发展上层楼%干部只要挑重担!万千

群众跟后边22以权谋私众难服!廉洁勤政莫贪

污+

文广兄不但有才!且为人随和!邻里团结人

敬之+ 全家四代几十口人相处融洽!儿孙孝顺媳

妇贤+ *老人节(到了!在省城工作的大孙子特意

回来祝贺爷爷过*老人节(+ 文兄乐上加乐!本来

的笑脸更*锦上添花(了+ 他即席吟一首自由诗&

喜看子孙一大片!我心比喝蜂浆甜+ 欣逢盛世身

心健!有望活过百岁年+

!极品"老太

!

杜放光

虽年逾古稀!却个性飞扬+ 说话

时声若洪钟!快乐时如花绽放!愤怒时

火山喷发!伤感时梨花带雨!走起路脚

底生风!做起事特立独行22众人叹

曰&*极品(老太3

老太是个!琼瑶迷"

她自小能歌善舞!聪颖可人+ 打

腰鼓!扭秧歌!跳民族舞!皆精通1她爱

学习!成绩优!颇受老师青睐1在镇上

的广播站上班!她被当地年轻的公社

党委秘书心仪!白马王子般*跟踪(服

务了
(

年!终成眷属+一帆风顺的日子

养就了她的雍容!王子的娇宠更是纵

容了她的浪漫!以至于她百般迷恋琼

瑶的系列小说!每每提及/烟雨蒙蒙0,

/一帘幽梦0,/青青河边草0,/在水一

方0等!她如数家珍+ 一日!老姐妹找

她叙旧!一进门竟看到她泪水涟涟!面

前还放着一堆湿漉漉的纸巾!老姐妹

大惊!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居然是为

/情深深雨0的女主角伤心呢3

老太手中有!绝活"

她的魅力!不仅仅在性情!还有着

出色的手艺4..裁剪衣服% 从设计!

尺量笔描!缝纫加工!每一道工序都很

精细% 对于一家人的衣服!她不但要

求合体!还要讲究色彩搭配% 这一点!

我自小受益匪浅!尤其是穿上她做的

带有绣花的衣服出门!迎面而来的全

是邻家孩子充满羡慕的眼神%

织毛衣更是她的拿手好戏%曾经!

她的灯下编织是一大家人冬日里最温

暖的期待% 前年!我给她选购了一套

编织的帽子和围巾!她却对人家的手

艺有些不满% 之后!在商场碰到新花

样的帽子时!她便拿到手里细细打量!

先看看编织的针法!查查针数!再去购

买毛线!过不了几天!一个精美的*山

寨版( 帽子就出现在她手里% 到了冬

天! 她的帽子便如星星般魅惑了众人

的目光!粉丝们如蝴蝶般前呼后拥%

老太奉行!读书至上"

(%

岁那年!她的*白马王子(溘然

辞世!家里*顶梁柱(轰然坍塌%村里的

乡亲劝她! 和几个孩子一起留在村里

吧!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可她

却断然拒绝!不但继续去镇上上班!还

坚持供几个孩子读书%

她工资不高! 却坚持把几个孩子

陆续送到县城最好的中学% 为了供养

孩子!她节俭度日!十几年不添一件新

衣服!吃杂粮窝窝头就着白开水!她因

此几次贫血晕倒1 为了确保读书 *大

军(的*粮草(!她骑着自行车奔波几十

里地驮麦子送到学校! 腿上常摔得青

紫不一1为了给孩子筹学费!她往返奔

波!胳膊晒脱了皮!唇裂嗓哑22再多

的苦!她也受了!再大的累!她都忍了%

眼瞅着她的孩子出人头地!人们慨叹&

这个女人不一般3

老太设立!奖学金"

时光流逝间!孙辈中有人要参加

高考了% 闻讯后她宣布设立*邵氏奖

学金(%一次家庭聚会!她将孩子们召

集到一起 ! 分别规定了考上重点大

学,一本,二本,三本的奖励标准% 奖

金嘛!自然来源于她的退休工资% 不

过她也向儿女们提前打了招呼&一旦

她的资金不足 ! 大家都有义务参与

*融资(!绝不能让她的奖学金制度出

现丝毫的*崩盘(迹象%

今年年初! 她的一个外孙女参加

国考! 笔试入围% 老太太乐得合不拢

嘴!亲自陪外孙女到千里之外去面试!

辗转半月竟不言累% 虽然外孙女的面

试未过!但老太太还是将
/...

元奖金

塞到外孙女手中!并声声叮嘱*继续努

力啊!姥姥手里有奖拿3 (

乡 村

闲 话

德国八旬老人
拍日历

德国一养老院中的老人们打扮成电

影中的男女主人公!翻拍电影如/

..0

系

列0,/泰坦尼克号0中的经典场景!并制作

成
/.)1

年日历! 这群老人中最年长者已

2$

岁%

这本翻拍经典电影剧照的日历在德

国受到极大欢迎% 图为两位
$-

多岁的老

人扮成电影/泰坦尼克号0中的男女主人

公% 据#北京晚报$

英孪生兄弟 !!年
穿!温暖牌"毛衣

英国威尔斯一对孪生兄弟迈克和帕特里

克!小时候喜欢水牛和船!

++

年前!母亲莫德为

他们亲手编织了两件以水牛和帆船为主题的毛

衣!至今依然毫无破损!每逢天冷!两兄弟都会

穿上真正的*温暖牌(毛衣御寒保暖%

对于这件毛衣能流传到现在! 迈克将此归

功于妻子的小心洗涤! 他说&*这件毛衣现在仍

和我的其他毛衣一样! 摆放在衣柜内! 每逢下

雪!我都会立即穿上它% ( 据环球网

极寒天气
下的奇景

美国多地区遭到暴

风雪袭击!这场百年难遇

的极寒天气也创造了百

年难遇的奇景%北美洲五

大湖之一的密歇根湖也

出现了罕见的冰冻奇景!

摄影师用镜头定格了这

如梦如幻的密歇根湖 %

据环球网

图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