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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彩票站，便进去买一注

双色球。老板见到我笑道：“很

长时间没见你来买了。”我叹气

道：“运气背，连5元钱的特别号

都没中过，越买越没信心了。”

老板道：“那就守号呗！咱

这彩票站迟早要出大奖，你坚持

守号说不定中奖的人就是你。”

“老板，你真会做生意，行，冲你

的吉言，我从今天起就守号，网

上有人守前女朋友的手机号码

中了个千万，咱不贪多，老天能

给我中个五百万，我就感谢他八

辈祖宗了。”

老板听了也笑了，给我打了

一注号。然后，指着沙发上坐着

外号叫“大猪”的人说道：“守号，

他最有发言权。”大猪一听这话，

叫道：“老板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

壶，往我伤口撒盐，到现在我都后

悔得要死。”伤心的事，自己总不

太愿意说，最后，还是从老板的口

中说出了大猪守号的遭遇。

大猪是彩票站的常客，每天

只买一注自己选的号。后来，也

是从网上看到有人守号中大奖

的报道，于是，他就精心选择了

一组号码天天守着，一个月、二

个月，他就像“守株待兔”里的农

夫一样，用中大奖的信念支撑着

自己。就这样，守了二年，期间

中的最大的奖项也就是十元，人

的耐心总是会动摇的，总买不

中，他就想换号、换换运气。于

是，他又重新换了一注继续守。

似乎运气这东西总喜欢与

人捉迷藏。在大猪换号八个月

之后，他原先守的号出现在大奖

的名单上，可惜，他换号了，与大

奖失之交臂。当时他心中那后

悔、气愤的心情也只有他有更深

的体会。这次的经历给他带来

的伤害至今还未褪去，以至他不

愿意揭伤疤。

正当他叹气时，从外面进来

一个人，大猪见到他，竟然笑起

来：“比我还倒霉的人来了！”此

人正是我小学同学宋，他真的是

自己把大奖给弄跑了。他守了

三年号，那天，照例来买彩，刚要

付钱时，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的电

话打来，于是，为了赶时间，他就

准备吃完饭回来再买。结果，酒

桌上他喝得大醉，买彩的事忘了

一干而净。

第二天，路过开奖站时，见

到中奖号为自己那再熟悉不过

的号码时，他激动地叫道：“我中

了！”可掏出彩票仔细一瞧，这张

是上一期的，这才想起昨天买彩

的事，当时，彩票站的人就听到

他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啊！”

后来，店老板把这事捅了出来，

成为大家的笑谈。

财神爷把大奖给某人，除了随

机扔的运气外，更可怜那些苦苦守

号坚持的人，同时，也戏弄、惩罚那

些“挖井”总是换来换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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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上班时间是在下午四点到

晚上十二点，每次下班回来都比较

晚。所以作息毫无规律可言，我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更让我担忧的是，

有时中午做好了饭菜，让他起床吃

饭，他都以困为由，把午餐给免了。

每逢看到昏昏欲睡的老公，和自己精

心准备的午餐被浪费，我心疼的就不

仅仅是老公了，还有我的财物、精

力。我也因此发了不少牢骚，可是，

任凭我唠叨个地动山摇，老公依然沉

在床上不起来。气煞我也！如此下

去，家将不家！我得想个办法。

某日，我和邻居李妈一起买菜，向

她诉说了我近来的苦恼。李妈扑哧一

下笑了，并且向我献计说：“这还不容

易，不吃饭罚款一百元！”

当日我决定实施“不吃饭罚款”政

策。我按部就班把饭精煮，把菜细切，

还熬了老公最爱喝的排骨汤。然后，

叫老公吃饭。不出所料，老公迷迷糊

糊地说：“你先吃，我困！”翻了个身，又

继续睡去。这次，我没冲他吼，而是非

常温柔地对他说：“老公，今天我熬了

你最爱喝的汤，起来吃饭吧？”没动

静。我接着心平气和地说：“你不吃的

话我也没意见，只是买菜的钱都浪费

了。要不这样，不吃饭导致的浪费从

你的生活零花钱里扣除，浪费一顿扣

除一百元！”说完我就走开了，也不知

他听见了没有。接着我就吃饭去了。

当我吃完的时候，他还赖在床上

呼呼大睡，我可不管他了。第二天刚

好是零花钱发放之日，老公向掌管财

政大权的我要生活费，我扣除了昨天

的“不吃饭罚款”。老公纳闷地问我

怎么少了一百元，我一字一顿地说：

“不吃饭罚款一百元！”老公虽然有点

不爽快，但是也没有理由和我辩护。

自从那次不吃饭导致浪费被罚

款后，老公再也不敢重蹈覆辙。他会

自觉地调好闹钟，准时起来吃午餐。

体检时，老公各项指标都正常。

婚姻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很多

人总喜欢没完没了地唠叨，这样往往是

无济于事的；有时，不妨尝试一种调皮

的方式，譬如罚款，让婚姻中矛盾的解

决更加简单，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味。

周末去商场购物，转悠了大半天，

总算把全家人换季的衣物买全了。当

我拎着大包小裹来到与自家小区仅隔

两条路的街角时，看到一个四十多岁

的中年女人正在那里收废品，我蓦然

想起，自家的仓房内还有新整理出来

的两包旧书呢，那是刚读完高中的儿

子淘汰下来的。索性靠近女人，告诉

她，抽空到前面的小区去转转，顺便将

我家的废品带走。

女人看了看我，问道：“你家是在前

面的安居小区住吗？”我点头称是。女

人继而笑着说道：“大妹子，你家小区的

废品我不能去收，那里是李大叔的地

盘。怎么，李大叔没来吗？今天可是周

末啊！一定是他的老伴又生病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我不解地问：

“你们收废品的，还有各自的地盘啊！”

“当然有了，这是规矩啊，任何人

都不可以打破的！”女人大声应道。

因为我手里的东西太沉，索性放

下重物，站在那里与她攀谈起来。女

人告诉我，收废品的这行盈利不大，但

从事的人员不少，多是下岗后的40、50

后人员。她的单位是去年新买断的，

赶上物价上涨，家里的老小等着用钱，

现学手艺又来不及，只好不顾颜面地

干上了收破烂的活计。

讲到这里，女人将手中的两摞报

纸叠好，用编织绳捆牢，放到车子里，

随后继续与我攀谈着。她说干这行的

人心地都很善良，互不欺生，并能彼此

有个照应。当然，收废品也要有行规

的，如果跨小区去收，自会被人瞧不

起。我笑了，顺便提到那个负责我小

区收废品的李大叔的事，女人停了一

下，之后语气凝重地说道：李大叔今年

60多岁了，老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一

直靠去医院做透析维持生命。老两口

每月拥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但那点

钱实在是杯水车薪，孩子们的日子也

都不富裕，因而资助的钱物很有限，毕

竟家家都得过日子。李大叔是从去年

起开始收废品的，大家都很照顾他，把

附近最大的一片小区让给了他。

说完，女人掏出手机想问问李大叔

的事，被我拒绝了。我的眼睛有些潮湿，

内心深处，被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

凡劳动者的自觉互助行为感动着，他们

活得并不卑微！我忙把自家的门牌号码

告诉女人，并托她转告李大叔，我会把这

些废品一直留着，只等他专门来拿……

女人笑了，很甜的样子，左腮边露

出一个好看的小酒窝。

周末的早晨，我还在睡梦中，

老公的电话就响了。只听见他一

番“嗯嗯”之后便下了床。啥事这

么神神秘秘？在他进来之后我便

追问，怎么啦？谁的电话？老公

回答，妈刚才打电话说，她的100

块钱明明放在口袋里的，不见了，

让我帮她找找。看着他一脸的沮

丧，我就知道那钱没找到。

果不其然，婆婆又打电话来

了，老公只得如实相告。听说没

找到，婆婆心急火燎地跑回家，又

把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是没

有。婆婆有些气馁了，说：“昨天

晚上快回家前，有个女的来补车

胎，她没零钱，就给我100块。我

还留意了一下，塞口袋里边的，今

早想出去买点东西，左搜右搜没

搜到，我估计是掉家里了，找了好

几圈，还是没找到。”婆婆说完，又

进了房间搜索，确定真没有后，怏

怏地出门做事去了。

公公在离家一里之外的门店

做修理生意，婆婆除了烧饭做菜，

招呼客人外，还会补点自行车车

胎贴补家用。补胎是个麻烦的活

儿，公公嫌累，挣钱又少，不爱干，

可婆婆却欢天喜地接下每一笔业

务。虽说补一个胎才两块钱，但

积少成多，一个星期也能挣个百

十来块。一个星期的辛苦所得就

这么不见了，婆婆当然心疼，虽然

她嘴上说，掉了就掉了，但我知

道，她心里肯定难过得不得了，说

不定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我对老公说：“妈掉钱了，肯

定难受。”老公说：“那是肯定的。

她一向节俭，什么也舍不得买，好

不容易挣了100块，居然给掉了，

能不心疼？”我心生一计，对老公

说：“你就从你钱包里拿出 100

块，说是你捡到的，给她不就好

了？”老公想了想，说：“这方法能

行吗？给新钱还是给旧钱？”“你

给张旧的试试呗！那么大晚上，

她也肯定不记得钱是新是旧了。”

晚上，公公婆婆忙完事情回

到家。婆婆又开始东找西找，嘴

里不停地嘟囔：“哪儿去了，哪儿

去了？”老公刚洗完澡出来，压低

声音对我说：“妈又在找钱了。”我

说你还不赶紧的。老公从钱包里

拿出一张旧的百元大钞，怕婆婆

不相信，又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打

湿后兴奋地喊：“妈，你的钱找到

了，就在煤气罐旁边，都湿成这样

了呢。”婆婆闻言迅速跑来，接过

钱喜笑颜开，嘴都合不拢了：“我

就说呢，没去什么地方，怎么会

丢！”我故作惊讶的样子，问：“妈，

钱找到了？”“嗯，刚刚找到的！”婆

婆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婆婆握着钱，左看右看，感觉

不大对劲儿。过了一会儿，她举

着钱问老公：“这是你的钱还是我

的钱？”老公斩钉截铁地回答：“你

的钱！”

看着婆婆开心的样子，我也偷

偷地笑了。虽然老公编了一个谎

言，让我们的钱包里少了100块，但

我觉得只要婆婆幸福快乐，这善良

的谎言，便是全天下最美的语言。

从小，我就迷上了乒乓球，小学

阶段就拿过几次学校比赛的冠军。

念初中后，我的球技与日俱增，成为

了学校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常

胜将军”有“常胜将军”的快乐，但是

也有独孤求败深深的寂寞和失落。

杨红烈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显

然他洞见了我的烦恼，于是千方百计

地联系乒乓球高手，让我有和高手对

垒的机会。遗憾的是，那些所谓的高

手都败在我手下，让我的寂寞和失落

进一步地加深，甚至还开始骄傲自满

起来，也不再把对手放在眼里。

后来，杨红烈老师又领来一个男

孩，说，“这个是小雄，他是去年市中

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男单冠军，如果你

真想证明自己就努力打败他吧。”由

于我长期保持不败，我并没把小雄放

在眼里，准备三下五除二，痛痛快快、

漂漂亮亮将小雄打败。

可是，小雄一在球台出现，我便

气得涨红了脸。我气势汹汹地对担

当裁判的杨红烈老师说，“小雄用左

手来对付我，明显是不积极投入比

赛，我不愿意和一个不尊重比赛、不

尊重对手的人比赛。”

不等杨红烈老师开口，小雄就换

回右手持拍，还露出一脸的歉意。比

赛并没有想象中的精彩，小雄的球技

也仅仅是中规中矩。在七局四胜的

比赛中，我一连获得了四局的胜利，

给小雄彻底剃了个“光头”。联想到

小雄之前对我的不尊重，我顿时有了

一种赢得很解气的快感。

第二天，我在学校的体育馆练

球，无意中发现资料室有一张去年中

学生运动会的实况光盘。将光盘塞

进资料室的电脑，我快进到我最关注

的乒乓球比赛中。果然，小雄出现在

男单比赛的决赛赛场，他的球风快、

准、狠，与之前和我比赛时判若两

人。我再仔细看，发现决赛中小雄用

的正是左手，左手的威力丝毫不逊于

右手，甚至远远在右手之上。

“难道小雄是个左撇子？”我抱着

这样的疑问，找到杨红烈老师求证。

杨红烈老师笑着说，“小雄确实是个

左撇子，用左手和你比赛绝不是瞧不

起你，而是对你莫大的尊重。遗憾的

是，你不仅失去了一个高水平对垒的

机会，更是伤害了他对你的尊重。”

后来，小雄被省乒乓球队选中，成

为了正规的运动员。而我也失去了再

次和他对垒的机会，不过我从他的身上

不仅学到了拼搏的精神，更是懂得使用

左手也是一种尊重。其实，尊重是发乎

内心的美好情怀，不要轻易误解对方的

尊重，那无疑才是对尊重最大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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