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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情绪容易起伏的人!有一次"当我听说单位一个很好
的朋友"竟然在领导面前告我# 黑状$"一连几天"我的心情都黯然
失落"并让我对身边的人变得刻薄起来%

那天"我到郊外去办事"返回时"我一个人来到公共汽车站台
边等车!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公共汽车过来!正当我焦急不安时"

在路的拐角处" 我发现一个修鞋的老人" 于是我提着大大小小的
包"大步走到他的摊前"眼睛直直地问他&# 喂"老头"知道这车什么
时候到' $

# 不清楚($老人对我的唐突无礼显然不甚高兴"他的头一直低
着"仍在专心致志地修理着手中的皮鞋%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的语气生硬无礼"弄了个没趣%我想"

这个修鞋老人"整天守在这里修鞋子"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儿汽车
的情况' 奔走了几里路"我已经很困了"这时我顾不得老人对我有
多冷落"径直把几个包往他的摊旁一放"就一屁股坐在了他摊前的
板凳上%

很快"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抓起包"急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转眼"汽车就载着我离开了这个修鞋的老人%

可我赶到家"清点包时"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我的手提包不
见了"那里面装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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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钱啊(

我一时如热锅上的蚂蚁" 焦急不安地回想着这包可能被丢落
的地点% 想到这"我又急急忙忙冲出门外"向郊外那个公共汽车站
台边赶去% 当我恭恭敬敬走到修鞋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问他"有
没有看到我的手提包时"老人用试探地眼光问我&# 手提包'里面可
有什么东西' $

# 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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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钱哩% $我急急地说%

见我心急火燎的样子"修鞋老人一抬屁股"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了
我的手提包"并和颜悦色地递给了我%我赶紧打开手提包"取出两张大
钞"感激地说&# 大爷"真是感谢啊"这两张"就当是给您的酬谢)*$

修鞋老人伸出手"却没有接我的钱"他又转身低头修鞋去了+

只见他一边穿针引线" 一边劝告我说&, 年轻人" 车子马上就要到
了"去等车吧% 以后出门"你对人可要和善一点"注意一点"别把东
西弄丢了% $

听完老人的话"我似有所悟%是啊"当我遭遇不快"那只是我个
人的事"可我却将心中的不快传递给了这位善良的老人%正是这位
老人"教会了我在遇到困境时"应该如何对人"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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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发现自己几乎不太会
写字了!曾几何时"我无比自信地以自己那一手漂
亮的字为荣"而如今"我严重褪化了"不仅笔下的
字惨不忍睹" 而且时常连一个很简单的字都想不
起应该怎样写"即使想起来"大脑也至少需要不少
于十秒钟的缓冲时间!是的"我的一手好字被毁掉
了"原凶是键盘!每天乐此不疲地泡在网上"字母
和字根以摧枯拉朽之势取代了母语在我心目中的
地位"一切是那样的毫无防备"悄无声息!

, 你只是被键盘废掉了一手字而已" 哪有我
惨'我被那该死的房贷毁掉了人生($面对我的抱
怨"同事阿杜非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隔三岔五地
将我当成了他悲惨境遇的倾述对象!

想当年"青春少年阿杜意气风发"激扬职场"

颇有一番未来尽在掌握的翩翩风度!自然"被爱情
滋润得找不到方向的阿杜" 对婚房的期望比姚明
的个头儿还高&地点要好"交通便利"周边设施齐
全.房型要好"南北通透"楼层适中.面积不能太
小"儿童房/书房些都得有!在房价持续高涨的背
景下"阿杜两口子乘风破浪"几经挑选"相当有魄
力地买下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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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住房"总价
$%&

多万!

在向开发商交纳了
%&

万首付款之后" 阿杜向银行
申请了

'&

万元的公积金贷款" 近
(&

万元的商业贷
款"新房的钥匙便欢快无比地跳进了阿杜的兜里!

拥有了漂亮的新房本是一件再快乐不过的事
情!可这种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成为, 房奴$的阿
杜便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容正一点一点地被吞蚀!

特别是公司受行业整体低迷的影响"员工的收入大
幅缩水之后"阿杜更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阿杜便开始为如何凑足
这个月的房贷而发愁!为此"他时常瞒着公司在外
面接一些私活!身上的衣装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浑
身名牌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场里的打折货!曾经"小
两口常常会去环境优雅的饭店里吃香喝辣"去灯光
暧昧的酒吧里沐浴情趣!而如今"他们几乎都在家
里用粗陋的两菜一汤填饱肚皮!梦想已久的澳州游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无法成行了"不过放假的时候去
乡下的农家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可以的!

面对生活质量的持续下滑" 阿杜显得相当的
无奈!即使自己已经成为了即将升级的准爸爸"他
也并没有表现出有多少幸福感与成就感" 他实在
有些想不通"自己如此聪明过人的一个青年才俊"

为什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这漂亮的房子给套牢
了! 这漂亮的房子在不断没收他钱夹里的钞票的
同时"还没收着他和家人拥有快乐的权利(

在网上看到一篇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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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话"虽然有
些悲观" 但的确是无数阿杜们正面临着的困境的
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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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和女友去逛步行街" 突然有一个业务员
挡住了我们"面带微笑地说&, 帅哥美女"帮我填份
调查问卷吧"你们是年轻人"正好符合我的问卷对
象要求"帮帮忙"快一小时了我这才找到几个人!$

女友看看说&, 我去旁边服装店逛逛" 你看着办
吧($我心想"个人信息这么填上去不安全"就冲业
务员摇了摇头"准备跟女友一起进店里去!业务员
又说&, 填完了可以得一张

)&

元的咖啡优惠券! $

我一听"就有了占便宜的心理&给她留个假信
息"还能白得张优惠券! 我拿过调查问卷"把基本
信息里的姓名和电话瞎编了一个" 然后做了几道
调查题! 做完后"我问她&, 优惠券呢' $她笑着说&

, 问卷整理好后"会通过短信确认的形式通知你去
领的"请你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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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小文打来电话"说要还一年前向我借的一万块钱"顺便请
我和老公吃顿晚饭!到了饭店刚落座"小文就拿出一万块钱递到我
手上"我又随手递给了家中掌管财政大权的老公!大概是出于职业
习惯"当会计的老公拿到钱就准备点"我忙推了他一把&, 别点了"

错不了! $

小文见状"尴尬地笑笑说&, 应该点的! $

老公这才醒悟过来"忙收好钱"说不用点了!可接下来"老公说
话就有些语无伦次/不着边际了"我知道他还是惦记着包里的一万
块钱数量对不对"有没有假钞"唉"会计都有这毛病(

终于"老公坐不住了"他说要上一下洗手间! 我知道他是去点
钱"不然上个洗手间干嘛还夹着皮包呀!

七八分钟后"老公笑容满面地回来了"看来钱没有差池!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数落老公&, 你半途上了半天洗手间"是
不是去点钱了' $

, 是去点钱了"但我没上洗手间! $

, 那你去哪了' $

, 你想想"洗手间又没有验钞机"就算钱是一万块"我也没功夫
一张一张辨别真伪呀(后来我想到饭店隔壁有家自助银行"我在自
动存款机上先把一万块钱存到卡里"确认无误后再取出来"这不就
万无一失了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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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手机之前"先考虑有没有熟人做手机生意的.办
手续之前"先考虑有没有朋友在有关部门任职的.家里
装修需要找人" 先考虑亲戚里面有没有会装潢的00

大多数人在做事情之前喜欢找点, 关系$/靠点, 面子$"

然而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曾有一位同事的朋友" 在我们单位边上新开了一
家彩票销售中心% 当他得知我们单位许多人都喜欢买
彩票后"非常热情地邀请大家晚上去街上吃大排档%盛
情难却之下" 我和另外七八个同事实在找不着推辞的
借口"就一起出去喝酒% 许多天以后"我问同事们有没
有去他那里买过彩票"结果没有一个人去过"就连原来
去过一两次的人后来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当然"我也再
没有去过%因为大家都觉得"每天去他那里买彩票必定
涉及找零钱啊/买得多买得少之类的话题"既然是同事
的好友"况且人家又曾经盛情款待过我们"当然不好意
思再去%

我刚买房子时" 从一位朋友手里买了一台太阳能
热水器"价格也的确不贵% 不过他派人来安装时"那位
安装工得知我和他的老板是好友" 就主动提出帮我把
抽水马桶也免费装上% 虽然我本来已找好专门的安装
工"但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好拒绝"就决定装好后请他吃
饭%结果我后来发现安装时地板的水平面出了问题"直
到现在还积水% 而招待他的开支则差不多是另请专门
安装工费用的两倍%

其实"人际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 面子$具有两面
性&一面是方便"另一面是不方便%可惜的是"许多人只
看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结果还不如一个陌路人给
予的帮助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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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车上班族" 上班途中还要转车% 为方便乘
车"我总是避开高峰早早动身了%

那天寒流侵袭常州"气温骤降"天气阴霾"我紧缩
脖子在中转站焦急地候车%

突然", 啪$的一响"拉过了我的视线% 一辆自行车
经过我面前时"是一信封掉在地上"而且还是鼓鼓的%

我连忙抬头喊骑车人"谁知那人只顾飞快地骑自行车"

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喊声"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

, 唉(现在的年轻人真粗心%$我跨下候车安全岛的
台阶"弯下腰"想把那信封捡起来"可另一只手比我先
到% 我暼了那人一眼"捡信封的是个中年人"捡在手里
的信封是敞开的"里面是一沓百元面值的钱"估计三四
千元% 也许他看到事情的全过程" 骑车从后面赶过来
的%

那人把信封往口袋一塞"推了自行车就想走"我见
状连忙上前一步" 拦住他的车头说&, 捡到东西要还给
人家% $他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靠近我诡异地低
声说&, 除了你和我"没人看到"不如我俩把钱分了%$这
个馊主意理所当然遭到我否决% 谁知他毫无表情地骑
上车就走%我在后面喊"他不理"我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到了单位"说起此事"同事们都为我没能做成好事
而表示遗憾% 正当大家将要散去" 突然有人冒出一句
话&, 你幸亏没捡"那是设的局% $

, 这绝对不可能% $我辩解说",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
楚% $ 那位同事接着说&, 那些骗子所以把对象瞄准妇
女"看你善良"他们就好下手.特别关键一点是"即便被
识破"单个女的也没有能力逮住他们"最多只能报警%$

事后想想"真有设局的可能&为什么我大声喊时"

那个丢信封的人居然一点也听不到. 又为什么捡信封
人的时机把握得那么好" 并且还特意让我看到信封里
面的钱00可能是骗子看到我毫无贪念只得作罢%

看来"善良也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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