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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起搏器
張淼淼經常懷念和老公賀磊熱戀
時的情景，那時候的賀磊浪漫、熱情
，充滿朝氣。轉眼結婚十年了，雖然
賀磊工作踏實，收入花銷透明，也沒
有不良嗜好，可性格越來越像個大叔
，一點情趣都沒有。張淼淼估計後天
的結婚紀念日他多數也給忘了！
結婚紀念日這天，張淼淼剛從單
位下班出來，就見一個領帶男迎面走
來。領帶男禮貌地跟她打招呼，然後
介紹起懷裡抱著的一台機器來。這台
機器叫作愛情起搏器，功能聽上去很
誇張：只要加入特製的藥水，就可以
促進男性分泌一種在戀愛時才會出現
的荷爾蒙物質，從而讓愛情一直保鮮
下去。現在，他想邀請張淼淼成為這
項愛情起搏器試驗的志願者。志願者
能得到一千元的酬金，唯一要做的就
是使用愛情起搏器，並在 QQ 上向領帶
男如實反映試驗結果。
領帶男已經掏出了錢，張淼淼實
在看不出有啥陷阱，猶豫地接過了錢
和機器，掏出手機加了他的 QQ。
儘管依然半信半疑，張淼淼還是
認真地看了愛情起搏器的說明書，上
面的介紹讓她非常期待，要是真管用
該有多好呀！
看完說明書，張淼淼就去接了兒
子，送到母親家，委託她照看一個禮
拜。然後，她又急匆匆地趕回家裡，
在老公到家之前燒好菜擺在餐桌上，
而那個愛情起搏器在添加上藥水後就
開始工作了，用起來有點像香熏機，
散發出好聞的味道。
房門開了，老公賀磊進了屋。張
淼淼臉紅心跳地坐在餐桌前，心裡充
滿了期待，仿佛又回到了初戀的時光
。
“喲，今天弄得夠豐盛的啊。”
賀磊洗完手走進了餐廳。
張淼淼甜甜地一笑，說道：“你
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賀磊坐在飯桌前，還像從前一樣
麻木地搖搖頭。正當張淼淼有些失望
的時候，他忽然抽動了幾下鼻子，閉
上眼睛，很陶醉地嗅了嗅空氣中的香
味兒，再睜開眼睛時表情都變得不一
樣了：“啊，對不起，寶貝，我都忘
了，今天是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

”
張淼淼興奮地睜大了眼睛：
老公有多久沒叫自己寶貝了，他
還一下子就記起了結婚紀念日，
看來這愛情起搏器真的管用！
這個夜晚美妙極了，兩人吃
了一頓豐盛的晚餐，說了好多令
人心頭小鹿亂撞的情話。晚飯過
後，賀磊甚至提議去看一場平時
他最討厭的愛情電影。
電影散場後，兩人依偎著在
路燈下步行回家。剛交往時，他們經
常這樣溜達，走一夜都不覺得累。如
今年齡到底是大了，剛走了三站路，
張淼淼就覺得腰酸背痛吃不消了，但
看著興致勃勃的賀磊，她實在不想掃
興，只好暗暗咬牙堅持。
此時，前面忽然出現了一名醉漢
，晃晃悠悠地走到一棵大樹旁，解開
腰帶準備當街方便。賀磊見了，大吼
一聲：“你是狗呀？怎麼隨地大小便
！”
張淼淼嚇了一跳，趕緊拉住賀磊
，示意他別惹事。那名醉漢卻已經聽
到了，也顧不上繼續解決問題了，轉
身就沖過來準備動手。賀磊彎腰撿起
一塊磚頭，試圖掙開張淼淼，嘴裡大
聲喊著：“你放開，我要打死他！”
張淼淼哪敢放手，拼命地抱著他
。那名醉漢也被嚇到了，灰溜溜地跑
了。
張淼淼臉色煞白，心快要跳出嗓
子眼了。賀磊的眼睛瞪得跟銅鈴似的
：“敢當著我女人的面耍流氓，沒打
死他算他走運！”
張淼淼心裡一甜，不由得想起剛
認識那陣，有小流氓沖自己吹口哨，
賀磊沖上去和對方幹了一架，兩人都
弄得鼻青臉腫，自己那時就深深地喜
歡上了他。但這絲甜蜜也只是一閃而
過，剩下的只有後怕，張淼淼不停地
埋怨道：“都快四十歲的人了，怎麼
還這麼衝動！要是惹出事來，你讓我
和兒子怎麼辦呀！”
雖然賀磊意猶未盡，但張淼淼卻
不想再溜達下去了，趕緊伸手招了輛
計程車，兩人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賀磊纏著張淼淼又
是擁抱又是吻別的，弄得張淼淼差點

遲到，手忙腳亂地趕到公司，賀磊的
電話又追了過來，黏黏糊糊說了半天
，惹得部門總監一個勁地看她。
午休時間，賀磊又神奇地出現在
張淼淼單位的食堂裡，帶著一大盒比
薩，居然還有一束玫瑰花。
張淼淼吃驚地張大了嘴：“你怎
麼跑過來了？”
賀磊眼神火辣辣地看著她說道：
“你說過食堂的東西不可口，所以我
帶了比薩過來，排了好長時間的隊呢
！”
見許多同事都向他們這邊看過來
，張淼淼壓低嗓音說道：“你瘋了，
我們員工食堂是免費的，你買這麼個
比薩起碼五十多塊錢吧！”
賀磊溫柔地看著她說道：“為你
花多少錢都值，這束玫瑰還要八十多
塊錢呢。”
張淼淼崩潰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
門，儘量柔和地說道：“咱們是柴米
夫妻，以後別亂花這些沒用的錢了。
”
賀磊委屈地辯解道：“你說過你
最喜歡玫瑰了，記得咱們剛認識那年
的情人節嗎？為了給你買一束玫瑰，

惹禍的老闆鍵
大成最近迷上了一位元網路女
主播，得空就跟主播熱聊、送禮，
這一切當然都是瞞著老婆麗麗進行
的。要是學得這一招，再也不用擔
心被麗麗發現了。
大成找來小夏，聲色俱厲地說
：“我知道你剛才在玩遊戲，這樣
吧，你把那一招告訴我，咱就既往
不咎。”小夏知道抵賴不了，只得
和盤托出：其實他設置了一個鍵，
摁下就可以隱藏畫面，因為是專防
老闆的，所以叫老闆鍵。
大成竊喜，忙打開電腦，對小
夏說：“那好，你也幫我搗弄出這
個鍵。”小夏在鍵盤三敲兩敲就搞
掂。大成心說，我這可是防老闆娘
的，就叫老闆娘鍵。

一日，大成在辦公室正跟女主
播聊得火熱，老婆麗麗突然進來。
大成眼疾手快，迅速摁鍵隱藏了畫
面，不想還是被麗麗發現了。麗麗
可是個電腦通，這點小伎倆怎瞞得
過她？搶過鍵盤，三下兩下，聊天
畫面立馬還原，當即河東獅吼起來
：“好你個沒心沒肺的！居然跟死
妖精視頻，還用上了老闆鍵騙老娘
！”大成囁嚅：“那是……老闆娘
……鍵。”
麗麗一愣，接著一把揪住大成
的耳朵咆哮起來：“你敢說老娘賤
？我看是你犯賤！我讓你賤、賤！
”

現在這社會有這
麼一句話：防火，防
盜，防閨蜜。而我從
不這麼覺得。我的閨
蜜是個從幼稚園就開
始玩的很好的一個女
孩。可能是因為家庭
很相似，常有點相依
為命的感覺！這也成就了我們至今
還是中國好閨蜜！！！
她叫陳潔，我的閨蜜她是個有
時撒潑有時安靜愛好廣泛她還會彈
一手動聽的琵琶，而做飯也是她最
拿手的，可謂上的廳堂下的廚房。
重點是她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女。
都說但凡有點姿色的女人脾氣都有
點大！沒錯，接下來說說她的缺點
首先是她是個沒胸沒屁股，典型的
女漢子。嗓門還挺大，最煩的是她
：有錢，有文化。什麼都還看不順
眼。挑剔！這性格讓她到了 29 歲還
是孤家寡人一個。於是相親就成了
她的日常。身邊優秀的，稍微優秀
的，有點那麼感覺優秀的都逐漸逐
漸滅絕。到最後於是只要是男的活
的，都被夾去配了，搞得男的跟稀
世珍寶似的。
話說有天去相親，對方讓她到
肯德基門口等他。想著是大姨她堂
姐姐介紹的，不去嘛又說不過去。
於是洗漱化妝，吧嗒吧嗒去了肯德
基門口。打電話和我抱怨說：這孩
子，是不是剛學校畢業啊，請姐姐
我吃肯德基？我笑著勸她有點耐心
。沒到中午她就來找我一起午飯一
通的抱怨啊！說相親那男的讓她在

肯德基門口等的都快被太陽烤暈了
，這傢伙慢悠悠開車過來了。一通
身份確認完畢後，直接叫她上車，
肯德基都免了。一上車，這傢伙就
打電話，用他那肉夾饃味的陝西腔
調跟他兄弟聊電話，也不搭理她搞
得她很是尷尬！說那相親男叫什麼
查某，胸小屁股小，就臉大，腰粗
嗓門粗，就項鍊細。劈劈啪啪一堆
，反正就是把人從頭嫌棄到腳。
說好容易等那男的掛上電話，
忽然想起什麼，轉頭問她說，你會
陝西話不？她說，停，我要下車
！ 於是就直奔來找我了，說不吃
點東西心裡堵的慌。她這個人哪都
小就是心大！再大事狂哭狂吃狂購
物一頓就活過來了，更別提相親這
碟小菜了。
有一天，她二舅媽來電話讓她
去相親說是二舅媽的大姨夫的弟弟
是個做生意的聽說有那麼點成就。
反正相親是她的日常她可一點也不
反感，按她話說：去就去咯，who
怕 who 啊！見面地點約在一家環境
還算安靜優雅的咖啡廳，時間是下
午三點。她一向是個守時的人下午
2 點 50 分她準時到達找了個靠窗的
桌子，點了杯藍山咖啡這樣做著刷
著朋友圈。刷完朋友圈看著時間約
好 3 點見面的，結果這貨 4 點才慢
悠悠的過來。人字拖加條 7 分褲，
油頭滑面嘴裡還叼根煙。不敢相信
自己眼睛，心裡想：不是吧？可這
人直直的朝我走了過來，裝作沒看
見吧，太丟臉了！這穿著配上這環
境怎麼看都像是這咖啡館欠他裝修

款了，來砸場子的！怎麼可以有這
麼奇葩的人。這貨過來後來了句：
你是陳潔嗎？我是嚴強。身份確認
後就坐下了，這傢伙身上彌漫的味
道竟然蓋過這店裡咖啡的美味。心
裡在叫：我的天啊！姐不得不承認
，姐雖不是外貌協會的會長，長相
不好也只能怪媽，但起碼的穿著，
也不能讓人誤會成一坨不明物體吧
！看到他穿這樣加上身上那股味。
姐姐我對他已毫無興趣了，剩下的
就是想著趕緊找個話題打發走人，
然後去哪裡拜拜神明收收驚！！！
不過找什麼話題好呢？正想著
呢。這貨來了句說：陳小姐對男人
有何要求？好吧，承認我正在心裡
打算怎麼嚇嚇他趁早走人。既然人
家問了，那姐就拿出女漢子氣概實
話實說吧，我呢：對男人只有三個
要求：1。可以醜點但必須要有氣
質。2。可以沒錢但要有掙錢的本
事，3。可以沒文憑但不能沒文化
。正想說第 4。實在不行可以沒錢
但身上千萬不能有味。還沒來的及
說第 4 點，結果這貨就說，他對女
人也只有三個要求：1。醜可以但
必須要胸大，2。沒錢可以但必須
要胸大。3。可以沒文憑不能沒大
胸。對此，姐姐已碉堡了！那場相
親就是赤裸裸的互相傷害了。反正
回去後那男的被拉黑了，手機號碼
也刪了。
事後這段奇葩的相親經歷，常
常是我們聊天時的笑料… 而我的
閨蜜還在抱著“寧缺勿濫”心態，
瀟灑的過著她單身女漢子的日子。

閨蜜

大成是一家公司的老闆，常常
出其不意出現在員工辦公室，檢查
有沒有員工偷懶耍滑、消極怠工。
這天，大成悄沒聲兒來到一間
辦公室，一瞟眼，就看出小夏在玩
電腦遊戲。這可抓著現行了！不料
走近一看，奇怪了，沒見小夏動滑
鼠，電腦畫面瞬間變成了另外一個
頁面。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
大成只得強忍一腔怒火，悻悻離開
了。
回到辦公室，大成越想越蹊蹺
。難道是自己眼花看差了？不可能
啊！小夏到底是用什麼招數讓電腦
“變臉”的？如果真有這樣的妙招
，自己倒要學學。

我每天只吃一頓飯，攢了一個星期的
錢呢。”
張淼淼咬著牙說道：“那時候咱
們有孩子嗎？那時候咱們有房貸嗎？
拜託你成熟點，怎麼忽然變得像個愣
頭青似的！”
賀磊一愣，好半天才說道：“是
呀，我也覺得奇怪，怎麼忽然感覺一
會兒都離不開你了，工作都沒心思，
是不是到更年期了？”
張淼淼懊悔地捂著臉說道：“不
是更年期，你是回到青春期了！”
這天下午，張淼淼在 QQ 上給領帶
男發了一個憤怒的表情。領帶男很快
回信了：怎麼樣？愛情起搏器有效果
嗎？
張淼淼把鍵盤打得“劈裡啪啦”
響：效果好得讓我受不了！天哪，求
求你，把這鬼東西拿走吧，我丈夫正
準備給我買兩件貂皮大衣呢，怎麼攔
都攔不住，這花的可是家裡的存款呀
，再這樣下去我們家就要破產了！
對方猶豫了很久才發來一條消息
：我們已經成功研製出了針對女性的
藥水，如果你們夫妻共同使用，狀態
同步的話，相信一定會找回熱戀時的

感覺。
張淼淼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現
在才明白，熱戀的人就是瘋子！年輕
時留個回憶就好了，要是一直這樣下
去，我們的日子也沒法過了！
領帶男苦口婆心，勸阻無效後，
只好無奈地告訴她：感謝她的配合，
錢不用退了，機器也不用退了，只要
把藥水換成普通的精油就好了，至少
可以當個香熏機用。
事情到了這裡，張淼淼終於長出
了一口氣。
而電腦那頭，領帶男很快拉黑了
張淼淼，扭頭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旁邊
的賀磊：“賀大哥，你太高明了，用
一千塊錢和一個香熏機就把結婚十周
年紀念給糊弄過去了，還順便治好了
嫂子的小資病，套路不是一般的深呀
！”
賀磊抱拳說道：“多謝多謝，今
天下班我請你喝酒！”
另一個同事大聲說道：“喝酒必
須帶著我啊，要不是嫂子拉著，那磚
頭差點就砸到我腦袋上了！”說這話
的正是那天的醉鬼，當然，他也是裝
的。

貪官活人墓
靈修市的法院這一天戒備森嚴，幾
十個法警站在法院大門外警戒，上午十
點整幾輛閃著警燈的警車極速駛進法院
，今天靈修市瀘縣的縣委書記李成玉要
在這裡接受法律的審判，這個李成玉不
僅涉嫌貪污腐敗而且還和當地的黑社會
互相勾結欺壓百姓，甚至還有一次李成
玉竟然派殺手幹掉了舉報他的一名下屬
，坐在警車裡戴著手銬腳鐐的李成玉心
裡非常清楚自己將要面臨的刑罰，他有
些懊悔自己當初不該如此魯莽的指示殺
人，不然自己只是貪污腐敗頂多坐幾年
大牢出來還能重新獲得自由，但是如今
李成玉恐怕只能等死了！
上午十點半剛過正在等候區被法警
嚴密看押著，等待審判的李成玉突然向
法警提出要求：“員警同志我想去一趟
廁所！”法警只好滿足李成玉的要求押
著他來到法院說三樓樓梯右側拐角的廁
所，此時兩名法警就站在廁所外面等著
，李成玉進了男廁他假裝走進靠近窗戶
的一個單間，李成玉看了看窗戶他驚喜
的發現窗戶沒有防護網，他馬上就從衣
服裡掏出一根不起眼的細鐵絲，不到一
分鐘這個李成玉竟然用細鐵絲把手銬和
腳鐐都打開了，原來這個李成玉在沒有
當官之前是開鎖修鎖的，當李成玉打開
了手銬和腳鐐之後他馬上就打開窗戶準
備逃走！此時站在男廁門外的兩名法警
似乎聽到了廁所裡面的響動，他們馬上
就走進廁所此時李成玉已經把半個身子
探出了窗外，兩名法警一看不好馬上大
喝一聲：“李成玉你幹什麼！？”此時
的李成玉本來心裡就非常緊張當他聽到
法警的大聲斷喝竟然渾身猛地一抖從三
樓摔了下去！
李成玉逃跑不成竟然摔死了！這件
事情很快就在當地傳開了，老百姓們紛
紛議論這件事情，都認為這就是貪官應
有的下場，不過李成玉逃跑摔死之後法
院的院長陳松平夜裡就一直都沒睡過好
覺，一做夢就是恐怖的噩夢，夢裡死去
的李成玉渾身是血的站在陳松平的床前
用一種陰森恐怖的語氣說：“姓陳的你
早晚跟我一個下場！”每當這時陳松平
就猛地驚醒渾身都是汗，原來這個陳松
平也是一個貪官，平時他利用審理案件
的機會貪污的錢比李成玉要多的多！
陳松平心裡開始發虛他認為自己一
定被李成玉的陰魂籠罩，如果不及時請
高僧破解自己早晚也要跟李成玉一樣倒
楣，這一天陳松平帶著一顆虔誠的心來
到當地一座非常有名氣的寺院燒香拜佛
，陳松平請高僧為自己破解厄運，高僧

聽完陳松平所說的噩夢和李成玉跳樓摔
死的事情之後，高僧笑了笑說：“這位
施主其實你夢裡的那個李成玉的鬼魂，
其實就是施主你身上的陰氣太重，才導
致吸引了死者的鬼魂到你的夢裡，這樣
你聽我的就為自己建造一座墳墓，這座
墳墓儘量要修的好一點，這樣你就能辟
邪驅魔！”陳松平聽了之後心裡非常高
興最後非常“大方”的給了高僧五萬。
回到家後陳松平越想越覺得高僧說
的太對了，他馬上就風水大師為自己選
擇一處風水好的墓地，墓地位置選好之
後陳松平就開始大肆花錢請人大規模的
修建活人墓，這座活人墓占地幾百平方
，歷時三年時間才算是修建完畢，豪華
的墓碑上刻寫著“官爵至五品”的碑文
，墓碑高約三米大青石製作平整如鏡，
碑冠刻滿麒麟蝙蝠龍鳳等精美的圖案，
墓四周有塔柏，桂花和萬年青組成的綠
化帶，兩尊雕刻精美的獅子威風凜凜的
屹立在墓前，氣勢恢宏的朝門上上刻著
“巍峨同日月，遐遠合乾坤”的大字，
陳松平為自己修建的活人墓非常氣派奢
華，他覺得這座墓修好了自己的夢裡就
再也不會出現李成玉了。
不過事與願違陳松平每天夜裡做夢
依舊還是噩夢不斷，李成玉甚至在夢裡
嘲笑他修墓的傻事，陳松平心裡非常擔
心害怕，他再次去了一處道觀找到一位
道士請教，這個道士微閉雙目聽完陳松
平的噩夢點點頭說：“施主是遇到惡鬼
纏身了，這樣我去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給你做點法事，這樣就能驅散死者的陰
魂！”陳松平再次信以為真，他竟然帶
著道士們來到法院，道士們裝模作樣的
燒香禱告一時間法院大樓裡鑼鼓喧天靈
符飛舞！道士從法院的辦公室到法庭，
從食堂車庫到領導宿舍，每一處都被道
士進行驅魔做法，陳松平心想這下自己
就能平安擺脫李成玉的陰魂了！
哪知陳松平的確擺脫李成玉的陰魂
糾纏了，但是他請道士做法的荒唐之舉
很快就被人匿名舉報到紀檢委，紀檢委
馬上就展開對陳松平的調查，最後陳松
平因為涉嫌貪污腐敗被開除黨籍移交檢
察院處理！
不過讓陳松平更沒想到的是，他自
己一個人的落馬竟然牽連了一大群官員
落馬，原因竟然是陳松平在修建活人墓
為自己驅邪的時候，很多官員竟然也紛
紛效仿他修建活人墓，其中竟然還包括
靈修市的市委書記羅成玉！現在這些貪
官修建活人墓驅邪的事情已經成了當地
百姓茶餘飯後談論最多的趣聞軼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