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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3日 星期日02朋友圈子 聊一聊圈子里 有意思的事儿

不亦乐乎 一闪而过的智慧 长久留驻的快乐

WEEKEND

我妈抱怨说，屋头的“尖嘴巴”太猖狂
了！“尖嘴巴”是四川话里“老鼠”的意思。
那年大地震后，我家老房子里的“尖嘴
巴”突然就多了起来，它们总在夜半时分
吱吱吱的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在客厅和
厨房奔袭狂欢，吵得我妈睡不好觉。不仅
如此，最惨重的损失还属我妈辛苦制作
的香肠和腊肉，晒都还没晒干，就被老鼠
们在每一块上都咬了一口！那一年，我妈
含泪把这些被老鼠咬过的腌腊制品一一
扔掉，再把其他食物统统封存进铁罐后
藏进了餐边柜里。

目之所及，不大的老房子里已经看
不到任何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了，但老
鼠们却还是雷打不动的夜夜光顾。最终，
它们把我家囤的莲花白都咬得稀烂，还
报复性地在窗台留下一粒粒的老鼠屎。

为了打击“尖嘴巴”的邪恶势力，我
爸专门购入了一只打老鼠的铁笼。他在
里面挂上一块香喷喷的酥肉，设好机关，
摆在了老鼠们巡游的必经之路。还真打
到一只小老鼠！我妈吓得惊抓抓的不知
该拿这个铁笼子怎么办，只得干等那只
小老鼠被活活饿死！

但不要忘了笼子里还有块酥肉啊！
一时半会儿饿不死，活像养了一只老鼠
做宠物！“算了，算了嘛，你去找你朋友借
个猫儿回来抓耗子算了。抓不到能吓起
跑也要得！”对小动物严重过敏的我妈终
于还是扛不住了，于是我欢欣鼓舞地找
好友借来了我垂涎已久的美猫。

说它是帅猫更准确。因为“默默”是
一只血统纯正的美短公猫，胖、萌、嗲，是
它与生俱来迷惑众生的天赋。我向它妈
提出借猫申请的时候，她没有丝毫迟疑，
只用嫌弃得要命的口气说：“最近都懒得
给它铲屎，臭死了。你快来，赶紧把它给

我抱走！”我想最后确定一下默默到底有
没有捕鼠方面的经验，她想了想，有点心
虚地回：“这个我真的不好说……但它
……毕竟……是只猫嘛！你抱回去试一试
嘛……”好嘛，反正能抓到老鼠最好，抓不
着，有只猫在，相信老鼠们也不能再嚣张！

默默刚满月时，是被它妈捧在掌心
里接回家的。可它现在已经2岁了，想要
直接抱回家的可能性为零。于是它妈跑
到楼下小卖部要了个纸箱子，又拿起剪
刀猛戳了几个大洞洞，就把猫塞了进去。
她一边抱着纸箱，一边安抚默默；我一手
提着猫厕所、一手提着猫粮，两人一猫就
这样跳进了出租。一路上默默都在凄惨
地喵喵叫，箱子上的洞实在太大了，默默
不安的使劲儿把头从纸箱里往外伸，好
几次都差点钻出来。“到你家后把门和窗
子关好，不要让它跑到外面去了。”默默
妈最后嘱咐我。

刚进我家门，才把默默放出来，它就
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我妈房间的大床底
下，随便谁招呼它都绝不出来。整个白
天，默默既没有出来吃过东西，也没有出
来上过厕所。我几度趴到床脚想看看它，
也只看到黑黢黢的鞋盒堆里有一对发亮
的光点。

“白天养精蓄锐，晚上捕鼠值班！”我
妈对默默的到来，表现出了异常的乐观。

晚上，睡熟的我被噗噗噗和呜呜呜
的怪声吓醒，屏住呼吸静静分析声音源，
噗噗噗是有东西在刨我卧室的门，呜呜
呜则像是某种小动物的呜咽……我跳起
来推开门，一个黑影迅速窜进我放入房
间并熟练地跳上了我的铺盖。呀，是默
默！我走过去抱抱它，鼓励它要勇敢地与
老鼠战斗，就又把它送回了客厅的主战
场。刚躺下不一会儿，刨门的声音又再次
响起，再把门打开，默默又直冲进来钻进
被角。我与默默迎来送往了好几个回合，
我妈也醒了，她绝望地对我说，“你就让
它睡到你屋嘛。我听到它呜呜呜的‘哭’，
好可怜哦……”

本以为这只是初来乍到的羞涩，但
接下来的几天里，默默都会在半夜刨开
我的卧室门，如果不给它开，它就蹲在我
门口又哭又刨。虽然老鼠在我家的活动
随着默默的到来绝了迹，但作为一只猫，
默默似乎也被吓破了胆——它根本不愿
意一个人在晚上待在客厅里！

科科//技技//改改//变变//生生//活活
短信用途

以前手机短信是为了联络感情、谈恋
爱、拜年用的，现在手机短信只是为了接
收各个网站的验证码……

忘带钱包
晚餐，五个人。买单的时候我问服

务员，“请问你们这里可以用支付宝或
者微信支付吗？”服务员说不可以，“那
行，你报警吧……”忘记带钱包的我默
默地说。

想方设法
老公受不了我整天网购，果断把我支

付宝上的钱全部转走，并没收了我的银行
卡，气得我关在房间里一天没理他。到了
晚上，我默默地用花了一整天时间截图并
五星好评返现的钱，又买了一件新衣服
……

永生难忘
昨天去相亲，我问对方相过多少次亲

了，她说了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在这个
城市里，只要是有Wi-Fi的饭店，我的手机
都能连上！”

存着没用
今天我买了一部4G手机，顺便把卡也

换了，但我忘了备份通讯录，就问工作人
员有没有办法找回来。工作人员回复我
说：“会联系你的，自然会联系你；不会联
系你的，你存着也没用。”

人情冷漠
有些朋友从不联系你，除了突然丢

给你一个链接，叫你帮他投票。人与人
之间本不该如此冷漠，所以这时候我
总是会点开链接……进去投他的竞争
对手一票！

给给//智智//商商//充充//点点//值值
操作失误

我在炉子上煮粥，炉子火不够，我铲
了一锹煤，然后把锅盖打开直接添粥里了
……

自有克星
前一阵电脑中了流氓软件的毒，每天

都要定时安装程序。一直也没管它，直到
昨天它自己装了个杀毒软件，然后杀毒软
件自动扫描出这个软件，把它删掉了。

考验智商
早上看到一个广告。具体是这样的：

做菜怕太咸，请用××低钠盐。这是考验
我们的智商吗？怕太咸不会少放点盐？！

出乎意料
昨晚被一道神题考住，想了整整一

宿：（ ）+（ ）+（ ）=24678……
最后答案是这样的：（门前大桥下）+

（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24678。

游戏名字
我表弟今年九岁，我感觉他特别不要

脸！他玩游戏，游戏人物的名字永远叫
“×××（他名字）帅”，他在游戏里挂了以
后，游戏的广播就会显示：×××帅死了。

直到现在
小时候经常做一类题：游泳池一边注

水一边排水，要多久才能把水池注满？当
时还想谁那么傻，一边注一边排，直到此
刻我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

又会打我
堂弟小时候有次考试没考好，他爸爸

说他再不好好学习，就买一大群羊让他
放。弟弟哇就哭了，他边哭还边说：“爸爸，
能不能买牛啊？牛大好数，羊小不好数，丢
了你又会打我的……”

叫我大名
我的长相显老，看起来总是比同龄人

大。初二那年分班，我的新同桌是个老实
的好学生，他坐到我旁边后恭敬地说：

“哥，你好。”我说：“别叫我哥。”他问：“那
怎么称呼？”我说：“叫我大名就行了。”结
果第二天早上我才到教室，他就热情地冲
我大喊：“大明，你来了！”

大口呼吸
六年级的时候，迷上了看科教频道，

有一次节目里介绍了臭氧，说是对人身体
有利……于是我带了一群小伙伴去厕所
闻“臭氧”，还呼吁大家大口呼吸！现在想
起，被自己蠢哭了！

我我//与与//宠宠//物物//的的//日日//常常
叼了块肉

我家的哈士奇跟我从菜市场回来，嘴
里叼了块肉，我想一定是它在哪个肉摊前
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又要和我要

钱！中午，我翻遍我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
买的那块五花肉……

不再孤单
小时候家里农忙的时候，爸妈去地里

干活没办法带我，临出门就把我“托付”给
家里的大黄狗。渐渐地我开始觉得一个人
在家很孤单，就坐地上哭。大黄狗跑过来
把我脸上的眼泪都舔干了，然后低眉顺眼
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叼了一根骨头跑
回来，把骨头放在我面前，然后坐在我对
面，吐舌头……

看看自己
家里养了一缸孔雀鱼，一天喂食两

次，三天换水一次。有次我实在懒得收拾
它们了，就抱怨说：“天天就知道吃，啥也
不干！”我姐悠悠地说道：“人家最起码还
好看！你再看看你！”

礼尚往来
有次过地下通道，看见前面有一女的

牵着一只萨摩耶，看狗狗气宇轩昂的忍不
住夸了一句：“好帅气的狗狗！”顿时狗狗
和主人都回过头来，狗狗还冲我叫了一
声！它的主人笑着说：“它说你也很漂亮！”
嗯，心情好了一整天！

我有个朋友玩微信都快玩傻了，
刚他给我打电话，说一句挂一回……

●事情源于好朋友家
有老鼠，问了我好多次说
要借猫。我也强调过多次
了，我家猫不捉老鼠，她说
拿去吓吓老鼠也行。每次我
都是以我家猫刚打了疫苗
还在恢复期或者吃多了不
消化拉稀之类的搪塞过去。
昨晚她又打电话来，问晚上
能不能来我家拿猫。我在电
话里又讲猫不能吃面条、米
饭之类（她以前养猫就喂这
些），要吃猫粮，要关窗户，
还要给它勤铲屎……她突
然就火了，电话里甩我一
句：“就你家猫精贵！不借
了！”还没等我说话就啪挂
电话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家猫在我们家都是当
大爷养着的，有些朋友还
非要借回自己家让我猫去
打工！真是不开眼，完全不
能体会我们猫奴的心思！

我的猫叫“阿古”，这个名字看起来有
点古怪，但也是有深意的。

那是某年的秋天，我和几个朋友相约
去米亚罗看红叶，中途在一个叫古尔沟的
地方泡温泉。我们住在古尔沟的一个小客
栈里，楼下是老板开的干杂店。他听说我
们第二天要回成都，表示正好次日要开面
包车过去进货，他让我们6个人出300元包
他的车。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算靠谱，就
答应了下来。

谈好这笔“生意”，老板看见我女友正
在逗他店里的小猫，当即心生了再赚一笔
钱的想法，就说，“妹儿，这个猫很乖，你要
喜欢就给点钱抱回去嘛。”被小猫萌得不
行的女友连说OK，于是我负责砍价，最终
以25元的价格买到了这只猫，并以它的出
生地古尔沟为它命名——阿古。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阿古的，尤其是当
它长大了一点后，阿古再也不萌了，也不
愿跟我们太亲近，有时甚至几天都见不到
它的影子……我总觉得这只大山里的小
猫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虽然我把它带回了
成都，但它并不想被驯化当我的宠物。

阿古到来后也是有好处的，其中最大
的一个就是自打它来了，家里就再也没有
老鼠了。所以，当阿古定居我家半年后，朋
友抱怨他正在为家里的老鼠烦恼时，我问
他，你还记得我们在古尔沟买的猫不？它
抓老鼠很厉害的！

经过我的推荐，朋友过来把阿古抱走
了，过两天就传来了好消息：阿古上岗后，
老鼠果真不见了！为了巩固驱鼠成果，朋
友决定多留阿古待上一阵子。一个月后，
朋友来电话说，阿古的捕鼠口碑已经在他
的圈子传开了，他的朋友中有两位都想要
借阿古去自己家抓老鼠。

阿古被借走后，我并没有觉得不适
应，所以对于转借阿古我倒是很慷慨，随
便借！直到半年后，女友突然问我，阿古出
门“打工”已经挺长时间了，它好久回来
啊？我这才想起我曾经养过一只猫！这时
再去问朋友，才知道阿古已经辗转了四家
人了，在第四家待了两周，它有天出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猫掉了！虽然被女友骂了一顿，但我
并没有为阿古担心。如果阿古是狗，我可
能会担心它遇到狗贩子，遇到想吃掉它肉
的人……但阿古这样一只山里的土猫，没
啥逗人的外表，还有点傲气，估计会成为
一只自由自在的——野猫。是的，那阵子
看《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句台词说，有
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
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这只有点“野”的猫，说不定已经成
为我们这个城市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猫
王”了。

亲，
请你的猫来我家
打个工嘛！

●寻思着“一物降一
物”，把我哥家的猫借回去
捉老鼠。都说猫是老鼠的天
敌，但现在的情况可真是变
了！我每天在家就按我哥交
代的伺候他家猫，铲屎、喂
食都不说了，还要陪它玩儿
逗它开心，要用猫梳子给它
梳毛……要是它心情好抱
我大腿卖了萌，还得奖励它
开罐头吃……在我家住了
一个月，一只耗子没逮着！
我哥接它回家的时候还不
忘安慰我，说这猫从小到大
都没见过老鼠，也难怪……

●朋友家的猫号称捕
鼠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家
里闹老鼠借了回来，第二天
深夜我正在书房上网呢，那
猫直接就把死耗子甩到我
鼠标旁，还一脸无辜地看着
我！哎，吓死我了！还猫的时
候给它买了一箱进口猫罐
头作为“工资”奖励它……

抓老鼠抓出的口碑，
让它辗转去了
四家人家
□文/花椒

作为一只猫，
它被我家的老鼠
吓破了胆
□文/图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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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默默的时候，怕它在箱子里
呼吸不畅，洞洞戳得有点大……结果它
一路上都试图从那个大洞里钻出来。

“潜伏”了两天，默默才鼓起勇气出
来溜达。我下班回家，发现它把我种的盆
栽全部连根拔起，还甩了一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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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