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
去年11月份，母校——也就是

我们县的县中百年校庆。
校庆当天中午，我们一行二三

十人到老家的水库玩了一趟（反正
都是一个学校的，七扯八扯就纠集
了这么大一群人），顺便就在旁边
的农家乐吃了正宗河鲜。就是这顿
饭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个师兄特
别活跃。这人个子不高，甚至有点
显胖，头发也颇有再过几年就寸草
不留的风险，但他气场颇大，一群
人围着他，也不知是新近被他吸
引的校友呢，还是本来就是他的
老同学们。但因为他比我高了好
几届，我们确实不熟，而且我是个
不折不扣的外貌协会会员，所以
当时也只是远远瞧了两眼，连个招
呼都没打。

中午和校友联谊，晚上自然是
和同班同学聚会了。县份上的聚会
很实在，吃饭、唱歌、夜宵一条龙，缺
一不可，否则聚会就不圆满。

老家的城中心有个很大的广
场，是著名的鬼饮食聚集点。所以那
天晚上唱完歌出来，照例又是集体
出动到广场上吃烧烤喝夜啤酒。县
城毕竟是县城，再怎么发展也大不
到哪儿去。所以我们坐下去没多久，
周围就又添了好几桌同是校庆回来

的其他年级的校友。都是一个学校
出来的，又都在外面“漂”了这么多
年，大家很快就搭上了话，不一会儿
就打成了一片。

同学聚会，还能聊什么？除了
老师，就是同学，而且聊起同学多
半都是同学间的各种暗恋故事，就
算当年本没有暗恋，但时间壮了狗
熊胆，编也要编个暗恋故事出来，
一是抚慰在场某个女同学的心，二
也是给当年怯懦自卑的自己一个
交代。所以，我正跟班上的同学喝
着啤酒呢，就听到背后一桌一个中
年男同学正在大声讲着自己当年
苦恋班上一个女同学的青春故事。
这种事，哪个不想听？所以我忍不
住回头去看了一下。

不看不要紧，一看才发现竟是
中午吃饭时那个貌不惊人但很受欢
迎的师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午夜
时分了，感情也聚出来了，酒也喝到
位了，这位师兄的声音里竟显出了
一种特别打动人的真诚。只听他说
他其实并不能算正宗的县中学生，
因为他只是复读的时候才到县中读
了一年，“我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都
是在二中读的。我从初三就开始喜
欢她。你们不晓得她有多漂亮多清
纯，特别是那双眼睛，太好看了。我

每节课下课后都会跑到走廊上站
起，表面上看是在和同学们打闹，其
实都是为了在她路过时看她一眼。
我当年那么努力，就是为了能配得
上她，但她好像根本不知道我的存
在！在我心中，她一直就是女神般的
存在，我至今都没有向她表白过，怕
亵渎了这份感情。”同学们哪会放过
他，一个劲地怂恿：“哪个嘛哪个？我
们认不认得到？要不要今天趁着校
庆，给她打个电话，表白一下？”“不
不不，不打不打，坚决不打。我不会
说出她的名字，但我可以透露一点，
她爸爸是我们二中的数学老师。”
啊？二中的数学老师？我心里一紧，
不由自主地支了个头过去：“是不是
姓钟？”这位师兄一听，本来蜷缩在
椅子上的身子立马弹正了：“啊，你
咋晓得的呢？”“因为这个老师就是
我舅舅，你说的那个女同学就是我
表姐！我亲表姐！”瞬间，我就像一只
聚光灯，所有人都把目光射向了我
脸上，然后一起发出一声悠长的

“哦”字。
从此，那天晚上我们的关系从

“连招呼都不打”，变成了亲亲热热
的“表妹”与“哥”，而且我发现他确
实是个风趣幽默博学的人。一句话，
外貌的确埋没了他的内在。（林湄）

儿子干妈的表哥，竟是我小学同学

这个陌生男人掏心掏肺的青春暗恋，
主角竟是我表姐！

缘
我的一位好闺蜜，也是我儿子

的干妈。说起这个当干妈的缘分，还
真是难得：当年我和她以及她后来
的老公是一个脱产培训班的同学。
我比他俩大几岁，已婚，而他俩当时
还都单身。

一来二去，大家就混熟了。培训
快结束时，我已隐隐看出这位男同
学对这位漂亮的女同学十分动心，
而闺蜜对他也颇有好感。

上完最后那节课，腼腆的男同
学鼓起勇气提出请我俩吃饭，哈，我
一眼看破他的小心思，心中偷笑不
止。那天我们去了一家日料店，还点
了清酒。借着微微的酒意，我各种旁
敲侧击、推波助澜，饭后男同学送她
回家，成为他俩甜蜜交往的开始。

第二年年底，他俩幸福领证，我
也刚好生了小孩。闺蜜来看我，送上
一个大红包，说：“这是给我干儿子
的。”我说啊？她笑道：“你算是我俩
的媒人啊，他说要不是你那天的鼓
励，他都不敢迈出那一步。”

好嘛，这个干爹干妈就此认
下，两家人走动得也更加亲密。但
除此之外，我从未想过我们还会有
其他交集——她老家在川西，我老
家在川北，她在成都上大学然后出
国留学，再回到成都工作；我在西

安上大学，在南京读研究生，毕业
后来到成都。

我家的亲戚几乎都在外地，成
都只有一个表哥。闺蜜说她表哥也
在成都，某大学教授，前两年离婚
了，女儿归他，但最近正忙着谈恋
爱，全是奶奶在照顾，觉得小姑娘挺
可怜的，日常闲聊时说起不止一次，
我也就漫不经心地听听。

再往后，她表哥带着新女友去
她家玩，那天她还问我去不去吃
饭。我心想我又不认识你表哥，有
啥意思，拒绝了。第二天，闺蜜突然
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激动：“昨
天我跟表哥说起你……最后你猜
他是谁！”

我被这个无厘头的表达逻辑搞
昏了，“啥？”

“那天我表哥说起他小时候的
事，我突然发现他小时候生活的那
个地方和你跟我说过的是一个地
方。”“哦。”

“然后我又想起来，我表哥和你
是同一年的，就跟他说，我一个好闺
蜜也在那里上的学，没准你们认识
呢。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完
以后，我表哥都惊呆了，说你是他小
学同学！”

What？！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你表哥叫什么名字？”我大喊。
她不慌不忙说出我这位小学同学的
名字。

我长吁一口气：“他有没有跟你
说，我们不仅是小学同学，一直到高
中都是同学呢！”

“嗯嗯他说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还没

结婚时，忙着找女朋友那会儿，还
跑来喊我给他介绍一个，我带我女
同事跟他吃了个饭，但女同事没看
上他，然后他就再也没联系我？直
到结婚才突然喊我去参加。”我说
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闺蜜也在电话那头笑个不停：
“真没想到咱俩当年可能在他婚礼
上擦肩而过啊。太好了！我有好多
他的‘黑历史’，之前觉得你不认
识，说了也没意思，现在可以尽情
跟你吐槽分享了！”

据说我那位小学同学在得知
我和他表妹竟然是如此要好的朋
友后，也惊讶极了，稍后镇定地表
示：很好啊，有空约出来一起吃饭。

但直到今天，他都没“有空”
过，我倒是陆续听说了不少这位同
学的最新八卦，大概这就是他不愿
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原因吧。

（天竺葵）

六度空间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
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
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六
度空间理论，也叫小世界理论。

但事实上，很多人，你都不用六个人，有时候
你想都没朝那个方向想，结果一个转身，却发现他
（她）和你竟然只隔了一个人的距离！

来竟是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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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火别做这三件事

1.在明火下倒面粉：面粉是细
小粉尘颗粒，倾倒时扩散到空气中，
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会引起爆炸；
2.冷冻食品直接放入油锅：锅内食
物可能会炸飞伤人，油溢出，落到燃
气灶火苗上还会起火；3.文火煲汤
没人盯：如沸溢汤水浇灭了火，泄漏
的燃气可能引发火灾。

如何挑选羽绒服？

天越来越冷，很多人的购物清
单上都有一件羽绒服，目前最常见
的羽绒就是“白鹅绒”“灰鹅绒”“白
鸭绒”“灰鸭绒”几种，鹅绒比鸭绒
更好，鹅绒的绒朵大且饱满，蓬松
度好，更保暖；鹅食草、鸭杂食，所
以鹅绒的异味也会小很多。

挑选羽绒服时，可按以下顺序
来鉴定其质量：

一看，检查吊牌和标签；
二按，按一下再松开，看回弹

速度，速度快的蓬松度好，更暖和；
三摸，检查涂层是否均匀、填

充羽绒是否柔软，无较大的毛梗；
四拍、五揉，看有无毛绒钻出；
六闻，没有异味的最好；
七掂，一定重量下，体积越大

羽绒蓬松度越好；
试，最后穿上试试舒适度如何。

如何熬出黏稠的小米粥？

熬粥之前泡一个小时，可以使
米粒膨胀，不仅省时间，熬出来的
粥还很黏稠。小米要热水下锅，也
就是等锅里水煮开再下小米，这样
小米粥会比较光滑黏稠。多熬一会
儿，平时 15~20 分钟熬好，如果熬
30分钟，能使粥光滑、细绵且黏稠，
前提是一定要注意水量。还有一个
办法，就是将小米放锅里，无水无
油状态下用热锅翻炒几次，炒出米
香，换锅，按日常熬粥的方式继续
熬煮即可。

如何自制泡菜水？

水煮沸后冷凉，加入盐、姜、花
椒、月桂叶、大蒜片、VC片等。紫甘
蓝和其他新鲜蔬菜洗净沥干切块，
把坛子基本上塞满。把凉开水灌到
距离坛口上沿2厘米的地方。把坛
子盖上，坛沿保持有水。天冷的时
候需要20天，天暖时两周左右，取
出食用，可保证安全性。

食材：鸡翅 8 只、咸蛋黄 5 个、
大蒜 5 瓣、葱一段、姜 2 片，生抽 2
勺，盐1勺，料酒1勺，现磨黑胡椒
适量

做法：
1.鸡翅洗净沥干水分，在表面

划两刀方便入味；
2.放入蒜末、葱段、姜丝、生

抽、盐、料酒，还有黑胡椒，用筷子
将腌料拌匀，或者用手抓一抓，按
摩一下更能入味。拌好后把鸡翅放
一旁，腌制入味；

3.把咸蛋黄放进烤箱里，180度
上下火烤8分钟，烤之前在咸蛋黄
上喷点白酒，去腥提香（没有烤箱
的，可以把咸蛋黄放蒸锅里蒸熟）；

4.咸蛋黄烤好后转移到小碗
里，用叉子按碎；

5.鸡翅腌制半小时就差不多
了。平底锅里放入少量油，把鸡翅
下锅煎；

6.先把两面中小火各煎4~5分
钟，让表面先上色；

7.在锅里倒入一点点清水，盖
上盖子，利用蒸汽，焖个 5 分钟左
右，把鸡翅完全焖熟焖透，这样吃
起来更多汁；

8.鸡翅煎好后盛到盘子里，直
接把咸蛋黄碎倒进锅里；

9.开小火慢慢炒，炒到蛋黄起
泡泡；

10.把鸡翅倒进去，不断翻炒，
直到鸡翅周身裹满蛋黄沙之后，就
可以出锅了。

我的两个互不认识的作者
最后因为我成了同事

我有个作者大王，某杂志社主编，有一天她突
然在微信上问我：“你认识陆静哇？”我一惊，正犹豫
着要不要回答，因为陆静也是我的作者，而且是我
很宝贝的一个作者，啥子稿子都可以写，动作快，质
量佳。我以为她是来挖作者的，虽很不情愿但又不
好一口拒绝，只好虚虚地问了一句：“怎么啦？”大王
倒很爽快，噼哩啪啦就跟我竹筒里倒豆子，说她前
段时间发了个公告招聘一个编辑，陆静来应聘了。
看简历上写着，曾给我写过稿子，所以想来问问。我
一听，松了一口大气，说：对对对，是我的作者，人很
直爽，稿子也好，关键是执行力特别强，毫无拖延
症。朋友一听，马上给我发了四个字：“立马要了！”

这边刚打发了大王，陆静的微信就来了。问的
还是这件事。“姐姐，你认识大王哇？”我：“对呀，我
的朋友兼作者。”了解了来龙去脉后，陆静更干脆，
直接来了一句：“能跟姐做朋友的，那肯定人品也不
差，那我就去那里上班了哈。”天哪，我这个对人际
关系和上司特别挑剔的宝贝作者，就这样二话不说
据说第二天就去找大王报到了。 （尖尖荷）

这不是我女儿的老师是哪个！

暑假，一个同事和我说起她给娃娃报了个暑期
英语培训班，问我有没得意义？我说如果老师遇对
了，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现身说法说自己的女儿
小学时一节英语课外班都没上，就因为小升初的时
候上了个衔接班，因为跟对了老师，对英语的兴趣
大增，后来初中三年一直跟着这位老师学，现在英
语是她最优势的科目。同事一听，急忙打听是哪个
学校哪个老师。我说是×××的××。她一听，很气
恼：“我女儿报的学校倒是那个学校，而且老师跟你
女儿的老师同名同姓，但她们不是一个校区，肯定
不是她！哎呀我该早点问你呢，我当时也没打听，就
随便报了个时间段合适的。”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老
师的照片嘛？她连忙掏出手机：“对的，我女儿他们
暑期班刚刚结束，结束时照了张集体照，你看下
呢。”我接过来一看，天哪，这不是我女儿的老师是
哪个！

同事喜出望外，当场给那位老师发了个微信：
老师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吗？你刚刚毕业
的××同学的妈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加同事！老
师也很吃惊。女儿在她手下读了三年书我们都没加
微信，结果那天不仅加了微信，之后还频频互动得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何畔）

辗转托关系找到的医生
居然是老公哥们的前女友

有一年，我妈暴瘦，睡眠也不好，在老家县医院
里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只好把她接
到成都，决定到大医院看看。但大医院不预约要排很
久的队，我妈怕打乱我们的生活节奏，死活要回去。
没办法，就想问朋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先帮我
妈看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托朋友，终于找到某
三甲医院里的一个女医生，据说“人有点傲”。

傲就傲嘛，哪个有实力的人不傲呢，只是很少
干这种事，所以去拜访的时候心中无比地忐忑。哪
知到了医生那里一看，双方都傻眼了：原来她是我
老公一个哥们的前女友！当年还和那哥们一起到我
们家来过！只是当年他们耍了半年不到就分手了，
我们压根不晓得她是医生，更不晓得她在这么著名
的医院里当医生！ （三个口）

聚会中无意间认识的朋友
竟然是同事的妹妹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聚会，结识了一位女
士。我们在闲聊中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医院出生，我
刚好比她大了七天，也就是说我妈妈出院时她妈妈
刚进去，我们说不定当时还擦肩而过了呢，只是当
时我已经来到了人间，她还被妈妈揣在肚子里！因
为了这层关系，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有一天，我在单位的电梯里碰到了她。我
很惊讶：“你来找我哇？你咋不跟我打个电话？”她更
惊讶：“没有啊，我来找我哥！”原来，她竟然是和我
关系很不错的一个同事的妹妹！ （木子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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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蛋黄焗鸡翅

以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没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