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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豫西山區付家廟有個賣豆
腐的年輕人，叫付鐵柱。快三十歲了，
家裡窮得只有一副豆腐擔子和兩扇豆腐
磨，連個拉磨的毛驢都沒有。天天磨豆
腐，都是靠他自個兒推。
付鐵柱做夢也想不到，他這樣的窮
漢，竟然也有走桃花運的時候——有人
來給他說媳婦了。人家不但是個漂亮的
黃花大閨女，而且一分錢的彩禮都不要
。
來提親的，是村口開車馬店的塗大
媽。塗大媽對付鐵柱說，他們的車馬店
裡住著一個叫小巧的姑娘。她老家成了
敵佔區，父親也被仇家追殺喪了命，她
陪著母親從關外來豫西投親。沒想到時
局動盪，親戚家早已搬遷。娘倆走投無
路，雖有些家底，但也不能老在店裡住
著。思來想去，小巧娘便想在當地給小
巧找個可靠的男人成家。
說來也巧，娘倆正說這事的時候，
只聽得門口傳來“豆腐喲，換豆腐嘍”
的叫賣聲，是付鐵柱從門口經過。塗大
媽一想，這不是天意嗎？於是，她就喊
小巧母女隔著窗櫺去看付鐵柱。付鐵柱
生得肩寬背厚，十分健壯，臉龐雖然有
些黑，但是說話時露出的一口白牙格外
亮眼，讓人心生好感，一眼望去，應該
是個實在人。小巧娘問：“這付鐵柱的
為人怎麼樣？”
塗大媽實話實說：“這孩子勤快、
老實，娘活著的時候，對娘也孝順。要
說吃虧的地方，就是為人太過憨直。遇
上客人想賒帳，不管認不認識，他都答
應。對那些欠帳不還的，他又拉不下臉
去要。一個賣豆腐的小本生意，照他這
做法，要是能賺錢就怪了。”
小巧娘聽後直皺眉頭，小巧卻低頭
一笑，對塗大媽說：“我覺得這樣挺好
，比一肚子壞心眼的人強多了。”塗大
媽一聽有戲，就問小巧：“閨女，你要
是想好了，我就去幫你問！”小巧紅著
臉點了頭。
天上掉下來一個漂亮媳婦，付鐵柱
又不傻，咋會不同意呢？婚禮辦得很簡
單，甚至連個儀式都沒有——付鐵柱推
著借來的獨輪車，把小巧母女倆接去了
自己家。
小巧臨出門前，塗大媽對她說：
“閨女，憨人都有個強脾氣。鐵柱這孩
子啥都好，就是脾氣強，你得想辦法降
住他，要不然，由著他的脾氣來，處處
跟你擰巴，日子就不好過了。大媽教你
個法子，新婚第一夜，睡覺時，你把你
的衣服壓在他的衣服上面。天亮以後，
他這一輩子，都聽你的。那樣，你們就
有好日子過了。”小巧知道塗大媽是一
片好心，笑著點了點頭。

蓋衣服
，特意把自己的衣服壓在了付鐵柱的衣
服上面。哪知道，睡到半夜，付鐵柱偷
偷爬起來，用自己的衣服把小巧的衣服
蓋了個嚴嚴實實。小巧有一點隨父親，
平時睡得不沉，一有動靜就會醒。這會
兒，付鐵柱的舉動，全讓她看在了眼裡
。她心想，看來老實人也不是沒心眼呢
！
第二天一早，吃過早飯，小巧拿出
一遝錢，對付鐵柱說：“當家的，我這
裡還有點積蓄，你拿去買頭毛驢吧，幫
你磨豆腐。”付鐵柱一開始堅決不要，
可小巧說：“當家的，既然我嫁給你了
，我們就是一家人。這些錢，就當是我
的嫁妝吧！買了毛驢，你幹活能省點力
氣，也好幫我照顧咱娘。”付鐵柱想了
想，覺得小巧說得在理，答應了。
小巧親手把錢裝進了付鐵柱的口袋
，在他出門前，還特意幫他抻了抻衣服
上的褶子。
娶了漂亮媳婦，媳婦還給自己錢去
買驢，付鐵柱一路上樂得不行，見了熟
人就打招呼，顯擺著說要去買驢。說者
無意，聽者有心，付鐵柱要去買驢的事
情，被旁邊的一個小賊聽見了。這小賊
知道付鐵柱是賣豆腐的，就以買過他的
豆腐為藉口，一邊跟他套近乎，一邊把
他渾身上下摸了好幾遍，卻沒找到錢。
咦，不是說要去買驢嗎，錢呢？
小賊不甘心，苦等到中午，趁著付
鐵柱午休小憩的時候，他又挨過去，把
付鐵柱身上裡裡外外扒了一遍。除了一
點零錢，啥都沒有！
付鐵柱醒後，發現口袋被扒了，一
摸，果然空空如也，他頓時懊悔得不行
。到家以後，他耷拉著腦袋把弄丟錢的
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小巧。小巧聽後
，只是笑了笑，連一個字都沒有埋怨他
。
第二天吃過早飯，小巧又拿出一遝
錢，用手絹包好，遞給付鐵柱，說：
“我這裡還有些錢，你拿去買驢吧，這
次要記得小心些。”付鐵柱答應後，一
路捏著口袋走了。他吸取了上回的教訓
，給誰都不說自己去買驢。可是到了牲
口市，看好毛驢，要付錢時，付鐵柱又
傻眼了：他口袋裡的手絹還在，也裹得
好好的，可裡面的錢卻變成了一遝廢紙
。這是啥時候被人調包了呀！付鐵柱急
得眼淚都掉了出來。
付鐵柱垂頭喪氣地回到家，沒想到
和昨天一樣，小巧依然沒有埋怨他。

當晚臨睡前，小巧想起塗大媽的話

第三天，吃過早飯，小巧又對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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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說：“當家的，我這裡還有一些首飾
，我今天陪你一起去把首飾變賣了，買
驢肯定還夠。”付鐵柱本來不想再去了
，可是接連丟了兩次錢，他心裡發虛啊
，說起話來舌頭根子就有些軟了。他看
小巧態度那麼堅決，只好答應。
這次很順利，夫妻倆轉遍了整個牲
口市，挑了一頭最好的毛驢。那頭毛驢
膘肥體壯，油光發亮，四隻小白蹄，著
實好看，到了村裡，誰見了都誇。那驢
聽得人誇，竟然還得意地張開大嘴“嗯
啊嗯啊”地叫起來。付鐵柱聽了，心裡
那真叫一個得勁兒。
丟了兩頭毛驢的錢，那可不是一筆
小數目。從此以後，付鐵柱總覺得虧欠
小巧，幹活便格外賣力，對小巧的話也
是言聽計從。小巧也是個勤快人，每天
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付鐵柱賣豆腐
回來，無論多晚，都能吃上熱乎可口的
飯菜，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很是滋潤。
小巧沒有告訴付鐵柱，其實她們母
女根本不是來投親的。小巧爹是外地有
名的賊頭，前些年，因為誤盜了一位國
民黨要員的寶物，被滿城緝捕。小巧爹
知道女兒從小跟著自己學了一身偷盜的
本事，怕這事再連累她們母女，臨死前
，托人轉告小巧，讓她金盆洗手，逃得
越遠越好，再找一個老實人嫁了，平平
淡淡過一生。付鐵柱性格憨直，社會關
係簡單，是她們娘倆早已物色好的，即
便那天付鐵柱沒有恰巧路過，她們也會
請塗大媽上門提親。
付鐵柱那兩次丟錢，都是小巧做的
手腳。小巧是見過世面的，她知道付鐵
柱這樣的男人一旦覺得虧欠了女人，再
拗的脾氣，在女人面前也拗不起來。
小巧講究慣了，別看付鐵柱是個賣
豆腐的莊稼漢，他身上穿的衣服，小巧
每天都給他洗得乾乾淨淨的。不過，有
一點小巧弄不明白，都結婚這麼多天了
，每天晚上睡覺，付鐵柱還是把小巧給
他準備好的乾淨衣服，蓋在她的衣服上
面，蓋得嚴嚴實實，甚至一點都不露。
那天早上穿衣服時，小巧實在忍不
住，就問付鐵柱蓋衣服的事了。付鐵柱
聽了，“嘿嘿”地笑，說：“咱家房子
太破，四面漏風，你那麼愛乾淨，我怕
落下來的灰把你的衣服弄醃臢嘍！等回
頭我攢下錢，抓緊把屋子翻修一下，你
和咱娘就再也不用受這份委屈了。”
從小到大，小巧一直過的是擔驚受
怕的日子，還從來沒有被一個男人這麼
細心地呵護過。她抓過付鐵柱的衣服，
捂在臉上，任由眼淚“滴滴答答”地流
了出來。那淚水中，有幸福，也有懊悔
。她在想，她用那些手段，對付這樣的
男人，或許是做錯了呢……

鎖爺的絕活
鎖爺七十歲了，退休前，他是鎖廠的高級技工，退休後也閒
不住，成了一個修鎖、配鑰匙兼帶開鎖的自由職業者。不過開鎖
這個活計有規定，得去派出所登記備案。派出所所長丁一說：
“鎖爺是老黨員、老工人，為人開鎖解難，我們放心。”鎖爺一
輩子跟鎖打交道，就沒有他開不了的鎖，他還有個蒙眼配鑰匙、
開鎖的絕活兒，因此大家幾乎忘了他的本名，都親切地稱他為
“鎖爺”。
這天，鎖爺家來了個平頭漢子，自稱大劉，說家中的保險櫃
鑰匙弄丟了，請鎖爺去開鎖配鑰匙，價錢只管說。
“在哪兒？”鎖爺問。
“不遠。有車哩。”
“好，我收拾工具隨你去。”
小車跑了一個多小時，暮色四垂，在山谷口一個孤零零的破
舊農家大院前停下來。
大劉問：“這塊地方鎖爺來過嗎？”
“沒來過。”但剛才在車經過一個古鎮時，鎖爺看到路牌上
寫著“清平鎮”三個字，小車再往西跑了二十多分鐘，就到了這
裡。
鎖爺從後備廂裡取出工匠擔子，放在院門外。
“鎖爺，請隨我來。”大劉說著話，雙眼盯著鎖爺，雙腳卻
原地不動。
“慢，待我戴上黑布眼罩後，你牽著我進去。”
“鎖爺，你心裡只有鎖，沒有其他東西，真是高人！”
大劉牽著鎖爺的手，走過庭院，走進堂屋，再上樓梯到了二
樓。鎖爺被引到一個保險櫃前，大劉說：“請你打開這個玩意兒
的鎖。我就站在你身邊，有什麼吩咐，你就說。”
鎖爺先用雙手去摸保險櫃，很隨意，也很快，便明白這是個
大傢伙。只是，農家怎麼會購置這麼大的保險櫃？再摸到鎖眼，
他從口袋裡掏出幾根鐵絲，“I”形的、“L”形的、“F”形的
。鎖爺依次用鐵絲插入鎖眼細細地探測，同時把耳朵貼上去凝神
諦聽。
大劉問：“打得開嗎？”
鎖爺不作聲。
“你說個數，我絕不還價。”
“三百元，常規價。”
“我給五百。”
“大劉，太客氣了，我只收三百。”鎖爺說著話，突然“哢
嚓”一響，保險櫃門彈開了。他的鼻翼翕動起來，撲面而來的是
泥土味兒、古銅銹味兒，他猜測，裡面應該是剛出土數日的古器
。
大劉忍不住高喊一聲：“鎖爺，好手段！”
“你牽著我到院外去銼出鑰匙，我不需要燈光。”
“不必了。也許，我在無意中又尋出了鑰匙呢。”
“你既然不要配鑰匙，我就只能收兩百元了，這是我的規矩
。”
“鎖爺為我省錢呵，謝謝。辛苦你了，我開車走另一條
路送你回家，可能要近一些。”
“客隨主便。”鎖爺心想，我經過的路都記在心裡，你亂不
了我的思路。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丁所長叩訪鎖爺家，向鎖爺表示謝意，
一夥盜墓賊被抓捕了！
丁所長說，幾個月前，這夥人租下這個破舊的農家小院。因
為他們在山谷裡探測出了幾個年代久遠的古墓，先挖掘一個墓，
就得了好幾件青銅器。青銅器鎖在保險櫃裡，鑰匙由為首的頭頭
掌管。那天大劉請鎖爺去開鎖時，頭頭帶著另一個人去外地找買
主，為以後的貨物出手去探路，要三天后才回來。大劉和留下的
兩個人想私吞青銅器，第二天就遠走高飛。
鎖爺說：“幸虧他們貪心，才有我出場的機會。丁所長，這
件事為我保密啊。”

幫人幫到底
雷經理負責管理一家雜貨公司。這
天，他前腳剛進辦公室，後腳就跟進一
個人來。那個人大大咧咧地伸出手，要
跟雷經理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姓
牛，叫牛仁。”雷經理敷衍地握了下手
，問他：“哦，牛先生，你來找我有什
麼事嗎？”牛仁遞出名片，說：“我是
普天同慶鞭炮公司的經理，想請貴公司
幫忙銷售一下我們的產品。”
雷經理說：“我們市經濟落後，消
費水準不高，鞭炮銷路不怎麼好。去年
進的貨，到現在還有一半沒有賣出去，
足夠今年賣了，不能進你的貨了。”
牛仁往前湊了湊，壓低聲音說：
“不會讓您白幫忙。”說著，他用手比
劃出一個可觀的數字。
雷經理一笑，擺擺手，說：“你給
多少回扣，我也不能進你的貨。”
牛仁微微皺皺眉，說：“雷經理，
不要把話說那麼絕嘛。你們這兒的市長
，是我表姐夫。看他的面子，你就考慮
一下嘛。”
雷經理重新看了牛仁一眼，說：
“牛先生，領導非常瞭解我們的情況，
你跟他是親屬，你問問他就會知道，我
們的確沒有進鞭炮的必要了。”
牛仁見沒轍了，說：“那，再見！
咱後會有期！”說完夾起皮包，頭也不
回地走了。
雷經理看著他背影一笑：小樣兒，
還拿大牌子嚇唬人，這類慣用的騙子伎
倆我見多了！然後，雷經理召集員工開
會去了。
會剛開一半，市政府辦公室來了個
電話，讓雷經理馬上到市長辦公室去。
雷經理心裡納悶，市長根本不認識自己
這個小人物，怎麼突然要見自己？雷經
理還是不敢怠慢，急匆匆趕去，推門一
看，愣了，牛仁很隨便地斜靠在沙發上
喝茶。雷經理有些不知所措了，沒想到
這個牛仁真的沒有吹牛，這下麻煩了。
市長見雷經理進來，也沒有讓座，開門
見山就說：“你們已經見過面，就不用
我介紹了。他們廠產品的事，你就給安
排一下吧。”
雷經理說：“市長，具體情況我跟
牛先生說過了，咱們已經積壓了很多鞭
炮，今年元旦春節根本銷售不完，實在
是沒有條件再進貨了。”市長手一擺，
說：“條件是人創造的。你思想這樣僵
化，怎麼能搞好經濟，做活買賣？這樣
吧，你只管進貨就是。我讓辦公室發個
文，今年兩節，機關企事業單位都分擔
些鞭炮指標，來個百家齊放，增加節日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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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前任
雷經理無奈地說：“好吧，不過貨
款公司暫時沒有能力付現，需要等節後
才能回款。”市長說：“可以。”雷經
理走後，牛仁擔心貨款拖欠太久出問題
，市長一擺手：“蠢！有我，還怕他黃
了你的錢！只管發貨就得了，哼！”
牛仁放心地把貨發了，心裡樂滋滋
地等著數錢了。誰知天有不測風雲，那
天他正得意地開車帶一小姐兜風，突然
眼前一黑，把握不住方向盤，車撞破護
欄沖出公路，翻了個四腳朝天，兩個人
都受了傷，好在沒送命。導致事故的原
因，是他突然聽交通台播出的一條消息
，說市長，也就是他那個表姐夫，因為
貪污受賄落馬了。你說這消息要命不？
牛仁心裡說：完啦！完啦！你這個
倒楣蛋一下臺，我那一大筆鞭炮款，可
就要麻煩啦。當初是憑權勢硬壓給人家
的，是典型的強買強賣，現在你倒臺了
，人家要是不給錢，我可怎麼辦喲！
真是怕啥來啥，果然，雷經理電話
打過來了，打著哈哈說：“牛先生，打
擾了，近來可好？”牛仁硬著頭皮回答
了一下，雷經理又說：“今天打電話給
你，是關於咱們合作的事，當初說的是
節後給你回款，現在計畫改變了。”
唉！這姓雷的果然來報復了。牛仁
心驚膽戰，語無倫次地說：“雷、雷經
理，你、你、你大人大量，別、別跟我
一般見識啊。這麼一大筆貨款，如果回
不來，我、我會被拖死的，會傾家蕩產
！我當初財迷心竅，對不起你，我不是
人，是王八蛋，求你了……”
雷經理哈哈大笑，說：“牛先生，
你怎麼了？我沒有說不給你錢呀。只是
不能按當初說的那麼辦罷了。”
牛仁懵了，問：“那、那雷經理您
是什麼打算？”
雷經理說：“你聽好，我現在就把
貨款給你劃過去，另外，還給你劃過去
一筆款子，請你按款給我再發一批貨過
來，你看可以嗎？”
牛仁越發雲裡霧裡了，他疑惑地問
：“你說什麼？你還要貨？雷經理，我
已經認錯了，您就別取笑我了。當初你
收我的貨，已經很難為你了，怎麼可能
再要貨呢？”
雷經理說：“當初是當初，現在是
現在。可能你也知道了，你那表姐夫被
處理了。消息一公佈，群情振奮，萬眾
歡騰啊，大街小巷、家家戶戶、企事業
單位，都鳴放鞭炮慶祝，真是百家齊放
了。我們公司積壓的庫存鞭炮全賣光了
，老百姓還意猶未盡。這下輪到我求你
了……”

蘭姐的甜品店招了個服務員叫小張，他雖是
新手，但學東西很快，蘭姐對他挺滿意。
有一天，一個打扮時尚的姑娘來店裡點單，
小張卻躲在後廚不出來，蘭姐無奈，只得親自上
陣。事後，蘭姐問小張怎麼回事，小張歎口氣說
：“她是我前女友，分手時鬧得不太愉快。要是
讓她看見我現在……”蘭姐一聽，也就沒再說啥
。
沒過幾天，一對年輕情侶進了店，小張一看
就又躲起來了。蘭姐不高興了：“又是前女友？
”小張搖搖頭，苦著臉說：“她是我以前的員工
，被我炒魷魚了……”原來，小張之前在牛市時
炒股掙了不少錢，但後來開公司全賠光了，還欠
了一屁股債，這才死心塌地來打工還債。
蘭姐為難地說：“沒想到你三十歲不到，就
經歷了這麼多。可是我這兒每天客人這麼多，你

要是再碰到不想見的人怎麼辦？”小張趕緊打包
票：“不會有下次了，我哪會有那麼多前任？”
接下來的日子果然都平安無事。這天蘭姐在
外面辦事，朋友打來電話說：“我給你推薦了個
大客戶，她馬上就要到你店裡了。”
蘭姐趕不回去，只得把這事交給小張。誰知
沒 多 久 ，朋 友 又 打 來 電 話 ： “ 小 張 不 在 店 裡 啊
……客戶很生氣，已經去別家了。”蘭姐大驚，
氣衝衝地趕回店裡，見小張畏畏縮縮的樣子，冷
笑一聲：“那客戶年紀比我還大，怎麼，是你前
女友還是前員工？”
小張哭喪著臉，支吾道：“她……是我的前
繼母。她和我爸結婚那會兒正是我在股市裡春風
得意的時候，我擔心她圖的是我家的錢，就逼著
他倆離了婚……”

男人該有的智慧
前段時間，小薛興沖沖地找到同事大張，說
：“我琢磨著家裡還是得有一輛車，要不咱倆一
起去考駕照吧？”
大張支支吾吾地說：“啊……考駕照嗎？”
小薛說：“對啊，不考駕照咋買車啊！男人
還是要有車！你也不看看，身邊買車的朋友越來
越多，咱們還不抓緊點？”
大張點起一支煙，吸了幾口，說：“嗯，駕
照是必須要考的，容我再想想……”
小薛一聽這話就明白了，大張是妥妥的“妻
管嚴”，考駕照、買新車，都得花錢，妻子不發
話，他哪敢有句准話？無奈，小薛只好自己先去
駕校報了名。
幾個月後，小薛順利拿到了駕照。駕照一到
手，就意味著可以買車啦！小薛興奮極了，迫不

及待地和妻子商議買車的事。
妻子聽了，卻不溫不火地說：“你急什麼啊
，還是等等再說吧！”
這一等就是遙遙無期，小薛勸說過妻子多次
，可都沒有結果，他心裡那個癢啊！
讓小薛沒想到的是，前幾天，大張家居然悄
無聲息地開回來一輛新車！大張坐在副駕駛座位
上，優哉遊哉的，小薛見了，很受刺激。
小薛私下裡問大張：“你什麼時候去考駕照
啦？又是怎麼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讓她同意買
新車的？”
“我沒考駕照啊，”大張愜意地吐出一個煙
圈，看了看小薛，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我
讓我妻子先去考了駕照，她有駕照了，能不急著
要買車開嗎？”

免費試住
東子新來到一座城市打拼，想找一套合適的
出租房落腳。這天，他在街上看見一張招租廣告
，上面寫著：“好房出租，價格低到你無法想像
。”他立馬打了個電話過去。
房東很熱情，約了東子去實地看房。東子看
下來很滿意，便問房東能否再便宜點。房東聽說
東子剛從外地過來，爽快地同意了降價，只不過
他有個要求。
東子一聽，喜出望外，忙問：“什麼要求？
”
房東說他之前碰到好幾個租客，素質都不太
高，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的，所以他這次想找一
個好一點的租客。為此他設立了七天的免費試住
期，在這期間，他會在房間內安裝攝像頭，考察
租客的一舉一動，當然，廁所這種隱私場所是沒
有攝像頭的。等試住期滿了，如果房東覺得合適

，就把攝像頭拆了，兩人簽訂正式的租房合同。
東子想，哪怕到時房東覺得不合適，自己也
能白白住七天，就點頭答應了。
搬進出租房後，東子為了給房東留一個好印
象，不僅每天打掃房間，而且行動起來也是小心
翼翼，生怕把屋裡的東西碰壞。
很快，七天時間就到了，東子本以為房東會
很滿意自己的表現，沒想到房東卻一改之前熱情
的態度，說他不合適，要求他儘快搬離。
東子有些不解，不過還是收拾好東西走下了
樓。這時旁邊走來兩個居民，其中一個說：“你
聽說了嗎？這幢樓裡那套凶宅之前賣了一年都沒
賣出去。最近那房東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小夥子
住在裡面，足足七天啊，還搞了個試住直播，結
果房子很快就賣出去了，價格還不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