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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家庭
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20 多歲的劉
厚福和鄧玉梅兩個人在深圳打工，相識
相愛。當時劉厚福做木工，鄧玉梅在一
家餐館做服務員。同是一個鎮上的老鄉
，兩人相識後感情迅速升溫，鄧玉梅覺
得他很高很帥，出手也大方，是個很值
得依靠的人。而鄧玉梅在劉厚福的眼裡
很漂亮，她那圓而略黃的面龐上，有一
雙大而黑的眼睛，閃爍著熱情大方的光
芒，嘴角微微向上挑起，好像她老是在
微笑。她很能幹，幹活又快又好，常受
到老闆的誇讚，同時她又很賢慧，看到
那些乞討的人，她毫不吝惜掏腰包送錢
，或買面飯相送。他們經過一年多的戀
愛，回到村裡結了婚。兩年後，他們有
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玲玲。劉厚福繼
續在外打工做木匠活養家，鄧玉梅就做
全職媽媽相夫教子。一家人其樂融融。
可是，好景不長，不到兩年他們的
幸福戛然而止。突然晴天霹靂，:劉厚
福在建築工地做著木工活，不慎從三樓
墜落到了一樓，人事不醒，經過醫院搶
救，命雖然保住了，肚臍以下的身體卻
喪失了知覺，成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殘疾人。鄧玉梅把他接回了家，長期癱
瘓在床，小便用導尿管匯出，大便有時
要用手摳，她毫無怨言地侍候。可是要
強的劉厚福，他不想這麼痛苦地活著，
想儘快結束自己的生命，多次請求鄧玉
梅給他買安眠藥讓他走。每到這時候，
鄧玉梅就會抱著他哭：“我們是一家人
，你走了女兒就沒有爸爸了，我不能丟
下你，有我吃的就不會少你一口，只要
有你在-------，劉厚福說：我在是你的負
擔，是你的包袱，我不忍心看到你和女
兒受苦！------“只要有你在，我再苦也
不苦！”鄧玉梅說，就是討口叫化，我
們一家人也要在一起。
時間長了，由於鄧玉梅的負擔太重
，她的身體明顯地消瘦了，劉厚福看到
心裡很難過，說照這樣下去，我們一家
三口只有死路一條，女兒還那麼小，你
難道忍心她同我們一起死？鄧玉梅聽了
沉默不語。劉厚福繼續說：“為了我們
的玲玲，我們把婚離了，你再找一個共
同把我們的女兒帶大，我今後死了也才
會心甘。”他一再提出了要離婚。鄧玉
梅一次又一次地拒絕，堅決不同意，說
我無論如何不能丟下你，要死要活我們
都不分離。你真要逼我離婚，為了女兒
，我也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必須同我們一
起過，我還要繼續照顧
你------“你倒想得好，那
個男人會同意這樣做！
”劉厚福說：“除非他
是個傻子？”鄧玉梅斬
釘截鐵的回答：“等不
到那樣的傻子，我就不
嫁！”
劉厚福覺得總算把
鄧玉梅說得有點動心了
，他必須要慎熱打鐵，
想法為她物色一個可靠
的男人。凡是遇到親友
來看他，他就給親友談
他的想法，央求幫忙說服鄧玉梅同他離
婚，並為她物色一個合適的男人。親友
心裡都裝著“寧拆十座廟，不拆一樁婚
”的思想，根本沒去做，很長時間都無
回音。劉厚福自己想了一個辦法。他打
電話找來了他最好的一個朋友，幫他寫
了為鄧玉梅徵婚的啟示：“我叫劉厚福
，是個癱瘓像死了沒埋的人，我媳婦鄧
玉梅是個善良勤勞的女人，我生病這幾
年，她和他家人從未放棄過對我的治療
，她跟著我受苦，我不忍心。她才 28 歲
，我要同她離婚，幫她找個可以依靠的
男人，陪伴她走完今後的人生，有意願
的男人就來我家面談。”
劉厚福的好友，把他為鄧玉梅寫的
徵婚啟示，用一張大紙寫了一張，貼到
了場鎮一個顯眼的地方。過了沒幾天，
一個男人問到了他家裡來，說自己叫錢
友善，媳婦兩年前去世，現在是獨身一
人。癱瘓在床上的劉厚福，看他面善忠
厚，同他聊了一會兒情況，他問鄧玉梅
怎麼沒在家？劉厚福說，她在菜地種菜
去了，錢友善要求出去看看，劉厚福告
訴了他的具體地方。
錢友善到了菜地，看到鄧玉梅就好
像看到了他已過逝的媳婦，她正在挖地
，累得滿頭大汗。他大聲說，鄧玉梅你
休息會兒，我來幫你好嗎？鄧玉梅抬頭
看到說話的人，是個高大健壯的男人，
有著扇面形的寬肩，胸脯顯得結實飽滿
，臉色紅潤，慈眉善目，顯得很親切。
她說：“我們素不相識，你為何要來幫
我？”錢友善說：“剛才我到你家裡去
看了劉大哥，他告訴我你在這裡，所以
我就來找你了。”

貪官老子
敗家兒
陸海市的市委書記王春峰可是一
個不折不扣的大貪官，平時受賄貪污
是他的最大愛好，這些找王春峰走後
門辦事的老闆們不斷的投其所好給他
送各種昂貴的禮金，在王春峰的豪宅
裡銀行卡擺放的到處都是，簡直都成
了普通的撲克牌，另外這個王春峰還
在外麵包養著一群情人，他還很大方
的給這些情人每人贈送一套豪宅，王
春峰的老婆李秀娟早就知道老公在外
面沾花惹草，不過這個貪官的夫人不
以為然認為老公有本事應該在外面找
幾個小三，另外這個女人為了能得到
一種心理平衡，她也在外面養著好幾
個男小三，這些男小三各個都是長得
帥氣瀟灑很符合李秀娟心目中的那些
韓劇裡的帥哥形象。
雖說貪官王春峰這倆口平時表面
上過得還挺和睦，但是他（她）們有
一個不爭氣的敗家兒子王小海，王小
海似乎繼承了他父親的性格秉性，平
時就喜歡遊手好閒不是跟一群富二代
狐朋狗友飆車就是賭博吸毒，這天晚
上正在情人住處的王春峰突然接到一
個電話，電話是員警打來的，員警在
電話裡說：“你就是王小海的父親吧
？”王春峰回答說：“是我就是請問
你是誰？”員警嚴肅的說：“請你馬
上到派出所來一趟，你兒子剛才跟一
群朋友在一家 KTV 裡聚眾吸毒，而且
還涉嫌強姦了一個女服務員！”王春
峰一聽心裡還是嚇了一跳，他掛了電
話馬上又給公安局長楊長興打電話說
：“老楊呀不好意思我得托你辦點事
情！”楊長興一聽是王市長馬上就用
一種獻媚討好的語氣說：“哎呀原來
是王市長，王市長有事儘管說，我一
定辦到！”當王春峰把他兒子的事情
說完之後，楊長興滿口答應說：“王
市長你放心這點小事我一定給你擺平
！”果然這個公安局長很快就從中協
調把王春峰的兒子王小海給保釋出來
。
不過自從這件事情之後王春峰覺
得應該給兒子安排個工作，不然這個
兒子到處惹是生非，要是哪一天萬一
惹出一個大麻煩自己可就保不住了，
很快王春峰就把兒子安排到政府上班
，雖說這是一個不錯的工作公務員福
利待遇都非常好，但是對於每天朝九
晚五的工作王小海很快就厭煩了，他

的工作態度也是吊兒郎當的，後來這
個放蕩不羈的官二代王小海乾脆就隔
三差五的來上班，要是換成一般人單
位早就把他開除了，但是王小海的父
親是市委書記因此誰也不敢說什麼，
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天晚上王小海開著一輛價值不
菲的跑車正在滿大街的閒逛，突然他
看到在街邊站著一個靚麗無比的美女
，這個美女手裡還提著行李似乎在路
邊準備打車，一向都好色的王小海就
準備停下來搭這位美女一程，哪知當
王小海想在這位美女面前展示一下自
己的車技，就突然來了一個急刹車，
把這位美女嚇了一大跳倒是不算什麼
，直接導致了跟隨在王小海跑車後面
的幾輛車連環追尾，這下王小海算是
又闖禍了，王春峰又接到了交警打來
的電話，當他知道兒子闖禍之後非常
生氣，因為現在正是他在官場仕途上
的上升期，任何一點負面新聞都可能
導致他的仕途不順，這一次王春峰真
的對兒子發脾氣了，他狠狠的揍了兒
子王小海一頓！
挨揍的王小海心裡非常生氣，他
又召集了一幫富二代狐朋狗友一起在
酒店聚眾吸毒排解心中的怒火，當王
小海心滿意足的吸完毒感覺飄飄欲仙
的時候，突然闖進來幾名員警，員警
對這些人大喊：“都別動！”王小海
剛吸完毒產生了一種幻覺，他覺得這
些人都是魔鬼是要來害死自己的，於
是王小海竟然掏出一把鋒利的尖刀朝
著其中一名員警就紮，這名員警身中
十幾刀在送到醫院後不幸身亡！
這下身為市委書記的王春峰也傻
眼了，當他得知兒子聚眾吸毒還把一
名員警殺了之後一下子就癱軟在地，
隨後王小海就被依法逮捕了，隨著王
小海的被捕，紀檢委也很快就調查出
來王春峰貪污腐敗的事實，這個大貪
官王春峰也被紀檢委革職查辦了，面
對這樣的下場王春峰一度懊惱不已的
說：“都怪我平時沒嚴格管教兒子！
”紀檢委的領導嚴肅的批評他說：
“春峰呀你也是明白人，不是你平時
沒嚴格管家你的兒子，而是你本身的
所作所為直接導致你的兒子成為如今
的模樣！”王春峰聽了低下頭歎了一
口氣自嘲的說：“這就是貪官老子敗
家兒呀！”

錢友善從鄧玉梅手中拿過了鋤頭，
他們邊幹活邊聊天，錢友善說：“我看
到了劉大哥為你寫的徵婚啟示，我很同
情劉大哥的遭遇，你們家這樣困難，不
管你願不願意，我都要幫你這個家。”
鄧玉梅說，“我們這個家，不是一般的
困難，是燙手的碳丸子，你莫要想簡單
了-----”錢友善說，“我前前後後都想
過的，你家的碳丸子，無論怎樣燙手我
都敢來接，關鍵就是看你的想法了！”
他們在一起聊得很開心，至少聊了兩三
個小時，錢友善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這以後，錢友善隔三差五就來幫鄧
玉梅幹活，有時還買來一些吃的水果、
米麵食品來給她吃，說不要光幹活不顧
身體。鄧玉梅打心眼喜歡上了他，覺得
他是一個可以依靠的伴侶。她回家去也
有時給劉厚福說起錢友善，是個忠厚老
實人，來幫她幹活不到家裡來，不吃飯
不說，連水也沒喝一口----劉厚福聽到鄧玉梅如此說，他心裡
明白媳婦是愛上錢友善了。就說你想要
的傻子來了，我們離婚的事，再不能拖
了，趕快去辦手續吧！
鄧玉梅說，我都不忙你忙什麼，我
真要和他結婚，我要先給他提出條件，
看他如何表態，如果勉強同意就拉倒，
他走他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只
有他完完全全同意了我的條件後，我才
去給你辦離婚手續。
第二天，錢友善來給鄧玉梅家幹活
，她對他說：“我可以同意跟你結婚，
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婚後你必須要照顧
好劉厚福，撫養好他的的女兒玲玲，發
現要白紙黑字寫好。”
心裡一直就想結婚的錢友善，沒加

任何考慮，立即向鄧玉梅保證："我一
定像照顧自己的大哥一樣照顧劉哥，像
對親女兒一樣對待玲玲。"並說，我回
家去就給你寫好，如果你不放心，我拿
到公證處去公證了拿給你！
鄧玉梅再也無話可說，覺得這是老
天有眼，同情她家的困難，給她一個這
樣的好男人。回到家中，一本正經地對
劉厚福說，今天我給錢友善說了，你猜
他怎麼答覆？
“傻子同意了你的條件，他願意來
我們家一起過日子”。劉厚福說：不然
，我為啥催你跟我，儘快去辦離婚手續
。過了一星期，鄧玉梅拿著劉厚福蓋了
手印的離婚協議，到鎮政府辦了離婚照
手續，她和錢友善結婚已是水到渠成。
次月，她和錢友善扯了結婚證，終於喜
結良緣。
錢友善把自己家的一切財物，都搬
到了劉厚福家中來，其中還有三萬元存
款。他對在病床上的劉厚福說：“從今
以後，你就是我的親大哥，我對你好不
好，說得再多都是空話，走著瞧吧！”
他的這幾句話，讓劉厚福感到暖暖的，
口裡卻說：“我反正是個廢人，我活一
天算一天，不管你對我怎樣，都沒關係
！只要你對玉梅和玲玲好，我就心滿意
足了！”
從此以後，兩個男人住在了同一個
屋裡，錢友善對鄧玉梅說：你以前怎麼
照顧大哥不要變， 該怎麼照顧還是怎
麼照顧。你照顧不了的我就幫助你，我
一定要履行諾言，把劉大哥照顧好！
鄧玉梅對癱瘓在床上的劉厚福，只
變了一點，就是改口叫大哥，叫得親親
熱熱地，比親兄妹都還親。她依舊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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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謹地為他端屎端尿，翻身按摩。錢友
善的表現更讓劉厚福意外、驚喜。他經
常與鄧玉梅爭著照顧劉厚福，每天做推
拿按摩，端屎端尿的活也積極主動去做
。在劉厚福的眼裡，小錢對他關懷體貼
，無微不至，勝過同胞生的兄弟，是這
世上難找的好人。錢友善夫妻倆每天洗
臉水送到他床頭，一天為他擦三次身體
，吃飯時把飯菜端到他床前的茶几上，
有營的好飯好菜都先讓他吃，三人聚在
一起用餐。晚上，到他的房間裡陪他看
電視、陪聊天、讓他開心。劉厚福心裡
萬萬沒有想到，他這個癱瘓不死的病人
，還有這樣好的福氣，還能過得這樣舒
心！
錢友善與鄧玉梅結婚後三年，鄧玉
梅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錢和興，是
家和萬事興的意思。有人擔心他有了兒
子，對劉厚福會不會變心？事實證明別
人的擔心是多餘的，他說，不管在任何
情況 下，他都要兌現他和鄧玉梅結婚
時的承諾，不僅對劉厚福像親兄弟沒有
變，對待他的女兒玲玲也還是像親閨女
一樣，他心裡想的“一兒一女一枝花”
，他感到幸福，他沒有讓玲玲受過委屈
，玲玲讀書的費用都是他取的存款，在
讀初中期間，有一次重病住院，當時經
濟困難，錢友善悄悄賣血給她結住院費
。她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都是他拼命
掙錢給她繳學費和生活費。玲玲也把他
當自己的爸爸一樣，劉厚福尋她說：
“等你大學畢業了，你一定要像孝敬我
一樣孝敬你的錢叔叔。”
錢友善在這個特殊的家庭裡，算是
真正的頂樑柱，十多年來，他們夫妻倆
，除了自己種菜賣，還做起了販運蔬菜
的生意，家裡還開了一個小超市，每年
有四、五萬元的收入，日子過得像掛麵
——伸伸展展。
如今 44 歲的鄧玉梅，家裡有兩個男
人，一個是 46 歲的劉厚福，一個是 42
歲的錢友善，加上劉玲玲，錢和興，五
口人在一個屋簷下生活，在一口鍋裡吃
飯，十分和諧溫馨。錢友善對劉厚福，
一直像親兄弟一樣! 劉厚福說：“碰到
玉梅和小錢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如
果沒有他們，我的骨頭早就在山上的泥
土裡了------”
當地人們都說，他們這個特殊家庭
，沒有劉厚福的好心、包容，鄧玉梅不
可能和錢友善走到一起，過上甜蜜的好
生活；沒有鄧玉梅的善心、堅持，半身
截癱終生臥床不起的劉厚福，也不可能
活到今天，而且還這樣幸福；沒有忠厚
直率的錢友善，一心一意為這個家奮鬥
，把劉厚福當親哥關愛，這個家根本立
不起來。三者都不可或缺，他們三人都
稱得上是這個時代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
。

修 鞋 攤 的 趣 聞
在南寧某處鬧市有個便民修鞋
點，一共有六個攤位，修鞋師傅均
是外地中年婦女，她們操著河北口
音，儘管南寧人說普通話聽起來有
點彆扭，但平常交流好象還算順暢
。有一天，我想給鞋底上線，拎著
一雙皮鞋招搖走過，幾個中年婦女
不約而同地站起來，紛紛招手“來
我這裡修，價格優惠”。她們給我
的印象是熱情大方，但我這個人平
時做事不大喜歡挑剔，就隨便將鞋
子扔給前面的攤位，然後坐在一旁
等待。大概三四分鐘後，只見一個
年輕小夥子騎著電動車到鄰近攤位
前，對著修鞋師傅說“喂，阿姨，
我的鞋子修好了沒有？”，修鞋師
傅說“好了”，隨即拿起一雙鞋子
遞給年輕人。年輕人將鞋子放在電

動車的腳踏板處，然後從口袋中掏
出一卷鈔票交給修鞋師傅，轉身便
走。大概走出三四米遠，修鞋師傅
立馬追上去抓住電動車，對小夥子
說“你給的錢不夠數，別想走”。
“我給的不是八塊錢嗎？什麼
還不夠？”小夥子說。
“你給的是八塊錢，但還差十
塊錢啊”修鞋師傅說。
“當時談好價錢是八塊的，你
現在卻收十八塊？”小夥子說。
“沒有錯，當時我說收十八塊，你
同意後我才接單的”修鞋師傅說。
“是嘛，是八塊錢，為什麼又
多收十塊，沒有道理啊”小夥子據
理力爭。
“十八塊”修鞋師傅說。
“是八塊”小夥子說。 ……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修鞋師傅死死
的拽住車尾，就是不讓小夥子走開
。
這時我看得真真切切，地方口
音的差異造成了這場誤會。雙方對
“十”與“是”糾纏不清，河北修
鞋師傅說“十八塊”，南寧小夥子
誤聽為“是八塊”，反之亦然。我
連忙上前圓場，向他們解釋誤會的
原因，小夥子聽罷，怏怏不樂，一
邊掏錢一邊對著修鞋師傅說“如果
我聽得出是十八塊，打死我也不會
給你修的”，隨即離開現場。目送
離去的小夥子，我真正理解了北方
流傳的一句彥語“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兩廣人說普通話”。

“聰明”的王三
王三平時就是一個喜歡偷雞摸狗
的社會小混混，不過最近王三似乎變
得聰明起來，王三發現網上的各種網
紅特別多，王三也想利用當網紅賺錢
，但是王三從鼻子到腳都是平平常常
可沒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要想成為
網紅賺錢首先就要有特別吸引人的地
方，那些能通過直播賺錢的網紅一般
都是美女，王三想來想去終於突發奇
想，這一天他在一家售賣人皮面具的
網站上定制了一款滿臉皺紋的老大爺
人皮面具，當王三拿到面具馬上就戴
在了臉上，王三一照鏡子頓時興奮起
來，王三看著鏡子中那個白髮蒼蒼滿
臉皺紋的自己得意的說：“賺錢的機
會來了！”
這一天王三喊了幾個狐朋狗友，
他們一起來到街頭一個人多的地方，
王三就帶著這副人皮面具穿著一身破
破爛爛的衣服，王三恬不知恥的竟然
扮演起可憐的孤寡老大爺乞討，這時
那些狐朋狗友就按照王三的要求在一
旁網上直播，很快假扮乞討老大爺的
王三就在網上紅了，一個無兒無女孤
苦無依的老大爺王三迅速成為了網紅
，很多不清楚真相的好心網友紛紛給
王三捐款，後來王三甚至開開通好幾
個用來獲得捐款的卡，不到三個月時
間王三竟然以此獲得了幾十萬的捐款
，王三假裝可憐在網上乞討發財的事
情也傳到了他那些狐朋狗友的耳朵裡
，這些人都是一些做夢都想發財的人
，他們紛紛把王三當做偶像，王三也
毫不吝嗇的教這些人如何假扮可憐在

網上乞討賺錢，後來王三突發奇想甚
至還開辦了網路乞討培訓公司，每一
個來學習的學員首先就要購買一張人
皮面具，王三在網上以低價購買這些
面具然後高價售出，王三單單靠售賣
人皮面具就發了大財，當然這些做夢
都想發財的學員也果然在王三這裡學
會了如何戴上人皮面具假扮可憐網上
乞討的“本事”！
這一天一個叫李四的學員就從王
三這裡高價買了一副人皮面具，不過
李四對於王三傳授的網路乞討方法覺
得還是賺錢太慢，單靠網路好心人的
捐款實在是很不靠譜，李四看著這副
能偽裝自己的人皮面具，就想還不如
戴上這個面具去搶劫來錢更快，於是
李四就戴著這副人皮面具天天晚上去
接頭打劫那些單身女性，不過很快這
個倒楣的李四就落網了，當員警從李
四臉上扒掉這個人皮面具的時候，員
警就非常驚訝的審訊李四：“快說實
話你這副人皮面具是哪裡購買的？”
李四如實交代：“我是從王三那裡買
的！”很快警方就開始調查王三，這
一調查王三利用網路假裝可憐欺詐好
心人捐款的罪行也暴露了，而且王三
還涉嫌開辦培訓公司培訓這些詐騙技
術，王三也落網了！最後王三被法院
以詐騙罪判決有期徒刑三年。
三年後王三出獄，出獄後的王三
還是一事無成整天渾渾噩噩的過日子
，這一天“聰明”的王三又在網上發
現商機，這次王三可不敢在幹違法的
事情了，他是盯上了網上購物這一行

，王三很快就從親戚朋友那裡借了錢
開辦了一家網店，王三經營的方式就
是價格便宜，不過這個王三進的貨可
都是品質沒保障的，很快從王三那裡
購買了商品的消費者紛紛投訴，王三
的第一家網店也因為投訴過多也關停
了，不過王三很快就改頭換面開了第
二家網店，還是繼續以往的老套路價
格便宜品質沒保障。
一年之後王三的老婆順利產下來
一個大胖小子，王三非常高興心想自
己總算是有接班人了，不過這個王三
的確也沒什麼產業可接班的，這一天
王三正在家裡電腦前售賣他的那些假
貨，突然王三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
頭一個女人哭哭啼啼的說：“你個死
鬼你進的都是什麼貨，嬰兒背帶都斷
了！”王三不以為然的說：“這位女
士別傷心，我這裡都是便宜貨，誰讓
你喜歡佔便宜！”電話那頭那個女士
哭哭啼啼的說：“剛才我在河邊用背
帶把孩子固定在背上散步，哪知突然
背帶斷了，孩子也掉進了河裡！”王
三聽了假裝同情的說：“是嗎您真是
太倒楣了！”誰知電話那頭那個女人
突然咆哮起來說：“我是你老婆翠花
，這個掉進河裡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
！”原來這個王三的老婆翠花剛才背
著孩子在河邊走，她背孩子的背帶就
是王三進的貨而且便宜在網店裡銷售
的那種，哪知這種背帶竟然是劣質產
品突然斷了，翠花背的孩子一下子就
掉進了河裡！此時王三已經癱軟在電
腦前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