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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

左男右女

夫妻间的谎言夫妻间的谎言
麻辣百家

失约的租客失约的租客
前些年，我买了套房子，住

进去没多久，父母便要求我还
是搬回去与他们一起住。老两
口退休在家太寂寞了，更何况
房子又大。看着父母期待的目
光，我答应了。

房子闲置着太可惜，我便
准备租出去。到中介公司把房
子挂了出去，第二天便有电话
打过来说想看看房子。按照约
好的时间见面后，我才发现，看
房的竟然是个金发蓝眼的中年
老外，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他叫迈克，澳大利亚人，是本地
一家外企的工程师，刚来，需要
呆上半年左右。看过房子后，
他很满意，表示最近稳定下来
后，就签租房合同。

一周后，迈克给我电话，说
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出差外
地，等回来后再签订合同，希望
房子给他留着。我答应了他。
半个月过去了，迈克打来电话
说，还得呆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问我房子租出去了没。迈克在
电话里流露出不好意思的语
气，我在电话中笑着对他说：

“给你留着呢，放心吧。”
其间，我也接到了很多要

求租房的电话，其中的一个表
示可以再加钱，但我还是没有

答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
样做，可能是为了信守当时给
迈克许下的一份承诺吧。更何
况，我经济宽裕，并不是等着这
点租金过日子。老妈却在我面
前多次唠叨，虽然不缺钱，但谁
也不嫌钱多啊，说不定老外不
会再回来了呢。

两个月后，迈克终于回来
了，见面便向我道歉。签订合
同后，迈克告诉我不习惯坐真
皮沙发，让我把沙发拉走，他喜
欢中国竹藤沙发，他会买一套
使用。他希望在不破坏房间和
原有物品的情况下，允许他对
房间进行装饰。我同意了。一
次，我去迈克那里拿房租，进了
房门发现，迈克把房间弄得雅
致漂亮，装饰得古色古香的。

半年过去了，迈克要回国
了。退房那天，迈克特意买了
一个花瓶和一束花，是专门送
给我的，说感谢当初我对他的
信任和诚信。

临走时，迈克伸出双臂和
我拥抱，说：“张先生，我以后还
会回来的。如果房子到时候没
有租客的话，希望你还把房子
租给我，可以吗？”看着放在茶
几上花瓶中盛开的鲜花，我使
劲地点了点头。 （张宏宇）

那天，我急着赶去一家公司
面试，随意叫了一辆出租车。司
机和蔼可亲，十分健谈，我们相
谈甚欢。

车到目的地，师傅说：“兄
弟！留个电话吧，如需用得着，
打个电话就行！我姓陈，叫我陈
大哥就行了！”我爽快地将电话
存入了电话簿里。我朝应聘公
司走去，回头时，陈大哥的车已
经消失在车流中。很快，我找到
公司人力资源部，顺利地办好了
入职事宜。

公司距离我租住的小区大
约步行十来分钟的路程。偶尔，
我会在路边的载客点，看到陈大
哥在等待乘客，要是陈大哥望见
了我，还会主动招呼一声：“兄
弟！去上班啦！”每次见面几句
寒暄后，我们就各奔前程。

那天凌晨，我上夜班，突遇机
器出现了故障，不到一个小时，生
产出来的废纸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似的，大约有两吨多。几个职工
推的推，拉的拉，将废纸运往堆料
场。如此强体力的劳动，让我体
力不支，汗流不止，我就喝了一袋
牛奶继续战斗。不料，到凌晨两
点时我就感觉肠胃严重不适。我
向班长说明事由，请了假，就直奔
医院。谁知走了大约两百米远，
我便再也走不动了。

昏黄的路光下，瞧不见一个
人影，四周漆黑。肚子里翻江倒
海，隐隐作痛。或许是疼痛降低
了我的思维能力，我完全没有想
起可以拨打120急救电话。茫
然无措时，我脑海里闪现出陈大
哥的身影，可是这么晚了，陈大
哥应该早已进入梦乡了吧？可
疼痛还是让我鼓起勇气拨通了
电话，电话里，我气若游丝。陈
大哥急切地问：“兄弟！你在哪
儿？我来接你！”五分钟后，陈大
哥扶我上了他的车，连忙将我送
到了医院。

医院里，值班医生一番问
诊、检查，最终确定我是肠炎发
作，原因是我劳动后突然饮用冰
冷的牛奶，造成胃部不适。医生
开了药物，并嘱咐我多休息几
日。陈大哥一直在一旁陪我检
查、拿药，让我一阵阵感到像亲
人般的温暖。“大哥，今晚实在太
感谢你了，深更半夜叫醒你，真
不好意思啊！”“没事！别多想，
只要病好就对了！”闻听此言，泪
水瞬间迷蒙了我的双眼。

身体渐渐痊愈后，我一直心
存感激，想当面感谢陈大哥，但
都未能成行。我深知，不是所有
的人都在索取回报，就如陈大
哥，总会给予别人内心的温暖和
积极向善的力量。 （胡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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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场老板送我两斤红茶末，给我烧茶叶蛋用。

这种茶叶末，是制茶时碎下的渣，不能作为“茶叶”卖。但说起来，很凄凉——我小时候，有十多年

时间，一直以为世上所有的“茶叶”，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从小在家里，见父亲买回的“茶叶”，只有这

种。除此之外，我再未见过别的茶叶。

后来长大才知道，家里贫寒，父亲买不起茶叶，一二十年一直买的这种茶末，那时只要两三元一斤。

如今虽说给我烧茶叶蛋的，但我泡一杯，只觉清香悠远甜滋滋，我小时候喝的，不如这个，毕竟是当

季红茶的茶末。其实，我们在各种酒店的房间里，提供的袋泡茶，不都是茶末吗？而品质，或许还不如

我这茶末。 ——选自“江南枫格”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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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

我和老伴都属于那种忠厚
老实型的人，可是，我们俩在一
起生活的几十年里，却都做过

“欺骗”对方的事情。虽然时间
长了，这些谎言都被对方识破，
但我们却谁也没有戳破这层窗
户纸。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
这些谎言都是善意的，也是美
丽的。

当时，我和妻子结婚不久，
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
情。凡是我爱吃的东西，妻子
必定不爱吃，而且理由十分充
分，说得有理有据。比如，我爱
吃甜食，她则说，她最不爱吃甜
食，容易发胖；再比如我爱吃
肉，她则表示自己从小就对肉

“不感冒”，从来没有动过一筷
子。总之，我爱吃啥，她准不爱
吃。有时，我一边吃着，一边故
意说“好吃好吃”，并往妻子碗
里夹，不过她总是立即又给我
夹回来，好像我夹给她的不是
美食，而是毒药。

一开始，我确实也相信了
妻子不爱吃那些东西，然而时

间一长，经过我的“明察暗访”，
她的这些小把戏也就瞒不住我
了，原来妻子只是不想和我争
抢我喜欢的东西，她是在处处
为我着想呢！知道了妻子的一
片良苦用心后，我并没有将妻
子的“谎言”戳穿，再说，美好的
东西怎么能忍心打破它呢？

思前想后，我打算“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妻
子爱吃鱼头、鸡爪这些食品，我
于是不再染指，归她一人享用，
同时我还有意放出口风，说吃
了这些自己血压会升高。其
实，对于我的说辞，我知道妻子
也早就心知肚明，只是她和我
一样，并没有挑明而已，我相信
她也一定能感觉到丈夫对她的
那种温暖与爱。

也许，那些善意的谎言会
一直存在下去，我和妻子谁也
不会将它说破。我觉得，既然
它能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又
能让家庭和睦，就让这些善意
的谎言继续下去，何乐而不为
呢？ （侯全生）

万家灯火

““债主债主””婆婆婆婆

金色夕阳

父亲的父亲的““摄摄””生活生活
一位老大爷从我家小店前

走过，好奇地盯着门口的那张
小台子，啧啧赞叹：手工真细
发，这木匠绝对是花功夫做的。

小台子，台脚65厘米，摆上
台面也不到70厘米的高度，这
是我和老人攀谈后测量的，小
台子陪伴我这么多年，我一点
也没思量过去量尺寸，只知道
端出拿进极其方便。

这小台子最初的主人是我
舅婆。小台子是她的嫁妆，也
是她的最爱，问她为什么如此
喜爱，她始终没说。小时候，我
们就在这台子上做作业，舅婆
要么站在背后，要么坐在边上，
像模像样地看。我们拿不会的
地方问她，舅婆总说问你们父
母，后来我才知道她不认识
字。但舅婆记性很好也很好
学，我们剩在台上的废纸，她时
常收起放着，晚上睡觉时，她会
问我上面的字怎么念。

从黑泥地到砖块地，再到
水泥地，小台子放家里的任何
一块地方，都很平稳也很好
看。那时，母亲给生产队记
工分，也是伏在这台子上面
记，谁今天做一天，谁下午没
去，谁出去没干活，后面甚至
还加上简短的说明，比如和
某人同去的，穿的什么衣服，
走的哪条路……曾有人为一
个工，和母亲理论，硬说少记
了，母亲摊出本子，把记录详
详细细念出来，这人服了，队里
的人也都笑了。

邻居家有了黑白电视机，
放在他家二楼免费提供给大家
看。可简陋的楼房毫无隔音可

言，二十多人聚在那小小的二
楼，即使是大家刻意减小声音，
脚步声、说笑声……还是很
吵。大家就商量着把电视机搬
下楼拿外面去，看完后再搬回
去。于是电视机前总是挤满了
人。我家的小台子，在这时也
派上了用场，可以供三个小孩
坐在上面看。谁家有好吃的菜
或者东西，也会带过来放在小
台子上，大家围着小台子一起
分享，一起笑得合不拢嘴。小
台子也成了仅次于电视机的

“宠物”。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小

台子变得似乎无足轻重，有时
放墙角一年半载都没人去动一
下。我也淡忘了当年我是在这
台子边，学会了走军棋、走象
棋、度过了读书生涯。

前几天，一老婆婆路过，她
提着两袋东西，显然有些吃
力。我便端出小凳让她坐下歇
歇脚。她微笑着坐下，嫌地面
脏她就把包放在膝盖上。于是
我端出小台子，老人会心地笑
笑，把包放在了台上。老人真
的很健谈，知识面也广。我告
诉她，这些天街上的行人还不
多，我家小店生意并不好。她
笑着对我说，她活到七八十岁，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她也是“第
一次”，刚开始她很害怕，但如
今国家防疫工作做得这么好，
就感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
后，路上的人肯定会多起来
的。她说：“你家店铺的生意也
会好起来的。就像这张小台
子，好的东西总能经得起时间
的磨炼。” （八月雪）

小姨家表弟大磊名牌大学
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刚参加
工作说媒者便络绎不绝，但大磊
却早有了意中人。大磊和辰冰
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一见钟情。

辰冰个高人美，家境尚可，
是被父母富养大的，就是学历不
及大磊，工作也一般。小姨开始
坚决反对，但架不住两人情投意
合，最后小姨还是妥协了。

辰冰怀孕后便辞掉了工作
安心在家养胎，婆媳关系倒也相
处融洽。辰冰儿子两岁那年，小
姨让辰冰外出找份工作，她负责
带孙子。但辰冰不想出去工作，
她想等孩子上了小学再说。

小姨也不好多说，工作的
事情暂时不提了。但不久小姨
和姨夫搬去和大磊同住，说是
自己的房子位置较偏，还是住
儿子家方便。小姨这个举动让
辰冰心生不悦。辰冰便打算自
己开个服装店，让自己有个“空
间”躲小姨。

没想到小姨马上出资二十
万支持。但一年后服装店便黄
了，小姨的投资也打了水漂。
小姨没有埋怨辰冰，却让辰冰
给她打了个欠条。这下小姨由
婆婆变成了“债主”，辰冰更不
愿在家吃闲饭了，她找了份超
市营业员的工作，干了两年后，
她贷款自己开了家超市。几年
后越干越大，开了好几家连锁
超市。

现在小姨想搬回自己家住
都不行了，因为辰冰太忙了，小
姨必须留下帮她带孩子做家
务。我笑小姨，搬起石头砸自
己脚，当初不该鼓励儿媳创
业。小姨悄悄告诉我，这都是
为了大磊和辰冰婚姻稳定，若
是辰冰一直做家庭主妇，时间
久了肯定和大磊聊不到一块。
再漂亮的花看久了也审美疲
劳，男人看女人也一样。所以
她鼓励辰冰工作，是为了她多
接触社会，在思想上能和大磊
同步。为了逼她走出安乐窝，
小姨不惜搬来和她同挤一个屋
檐。但小姨万万没想到辰冰将
事业做得那么大。

我和小姨开玩笑说，现在
得用鞭子鞭策大磊了，让他紧
赶几步，别落下辰冰太多，女人
甩男人的事例也不少。没想到
小姨还认真了，她说这个她想
到了，早就建议大磊再考个注
册会计师，将来不想在机关干
了还可以去外企发展。

小姨可真够累的。小姨瞥
我一眼说，她一点也不累，现在
她和儿媳一个战壕，共同鞭策
儿子进步，幸福得很。

天下父母都想子女婚姻幸
福长久，小姨是将这种期盼落
实到了实处，辰冰现在也知道
了小姨的良苦用心，小姨由“债
主”变成了她的隔辈战友，一家
人过得和和睦睦。 （雨 娃）

父亲退休后，在一个老友的
怂恿下，买了一台相机，自此后
便是早出晚归，在家的时间越来
越少，口袋里的钱也是越来越
少。打他电话，不是在上课，就
是在拍外景，母亲对此有些意
见，常跟我抱怨父亲，说他越来
越不着调了。

很长一段时间，看父亲每天
忙得不亦乐乎，像个年轻人一样
活得生龙活虎，我觉得挺好的。嘴
上虽答应劝，但一点行动也没有。
可后来母亲反复跟我唠叨，说摄
影很是费钱，这两年的养老钱，全
被父亲花在器材上了。再这样下
去，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时才觉
得，有必要跟父亲好好沟通了，至
少想个办法让母亲也支持他。

父亲自从买了相机后，整个
人精神焕发，忙得不亦乐乎，他
常常把一些风景照洗出来，贴得
家里到处都是。我给他建议，给
母亲照点照片，哄母亲开心一
下。父亲想了想，觉得可行。

那天，父亲让母亲换了套新
衣，带母亲去化了精致的妆容，
在公园里拍了套外景，还找人做
了精修图。三天后，父亲把照片
拿回家，母亲的眼睛都亮了，相
片上的母亲神采奕奕，一下子年
轻了好几岁，她不停地夸奖道：

“这照片照得真不赖”，这之后，
母亲经常给父亲当模特，市里各
大公园全都留下了他们的身
影。父亲把特别好的几张放大
洗了出来，挂在客厅里，每每家
里来了客人，夸奖声一片接着一
片，母亲听后，一脸的得意。后
来，母亲的那些老姐们也让父亲

帮忙拍照，夸父亲的照相水平
高，对母亲更好了，常给她送这
个送那个，偶尔也会给一些辛苦
费，母亲看到摄影也不是一无是
处，唠叨便少多了。有一天，她
对父亲说：“年纪大了，想怎么开
心就怎么开心吧。”

周末，我在家整理书报，见
到报刊上有征图片的征稿启事，
我立马动了心思，决定帮父亲投
稿。父亲起先不自信，说自己还
刚入门，我让他挑几张最得意的
照片，我帮他投稿过去后，一个
星期后就见了报。父亲高兴极
了，拿到报纸后爱不释手。两个
月后，我收到了写着父亲名字的
稿费单。当我将稿费单转交给
父亲，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又
蹦又跳，还让我多找些这类报
刊，好让他多发些图出来。母亲
见了，甚是欢喜，她没想到，父亲
拍的照片，居然还能发表出来。

我后来又帮父亲投了几幅
图片，不久后都见了报。后来，
我干脆给父亲买了一台电脑，让
他学习怎么发邮件，怎么投稿，
父亲摸索了一阵后学会了。现
在的他，白天出门照相，晚上回
家投稿，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特别是当他收到稿费单的时候，
总要约三五个好友，喝茶聊天，
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现在的父亲，成了当地摄影
圈的名人，经常被邀请去参加摄
影爱好者的聚会。每次去，父亲
也必定会带上母亲，他常常对人
说，母亲就是他最好的模特，而
这时，母亲总是笑靥如花。

（刘德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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