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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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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短文阅读

男人和女人一起吃了晚饭，吃的是海鲜 A。

吃完饭，男人就走了，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工

作半个月。男人对女人说 ：“下了飞机，太晚了，

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明天再打。”女人点点头，

送走了男人。

男人走了，女人睡了。突然，电话响了，

女人醒了。

女人拿起电话，是男人的声音 ：“你还 
好吧？”

“好啊。你呢？”女人说。

“你没事吧？”男人问。

“没事啊，我已经睡了。”女人说。

“没事就好。我也没事。你睡吧。”男人说

完，就挂了电话。

女人看看表，深夜两点。女人觉得今天男

人有点儿怪 B，但到底哪里怪，她也说不清楚。

半个月过去了，男人回来了，肚子 C 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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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鲜 (hǎixiān)： seafood
B怪 (guài)： strange
C肚子 (dùzi)： belly
D开刀 (kāidāo)： have a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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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电话

了一道伤疤。女人问，男人不说 ；女人再问，

男人说 ：“开了一刀 D。”

“什么！”女人叫了起来。

“没什么，都好了。”男人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女人问。

男人说 ：“走的那天，下了飞机，突然一阵

肚子疼，非常非常的疼，疼得我都站不住了。

我想，会不会是食物 E 中毒 F ？因为我们晚饭

吃的是海鲜，所以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就是那个两点的电话？”女人问。

“对，”男人说，“我想，我们是一起吃的

晚饭，要是我食物中毒了，你也有可能食物 
中毒。”

“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疼得站不住了。”

女人说。

“但是我要先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男人说。

“我说我没事。”女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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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食物 (shíwù)： food
F中毒 (zhòngdú)：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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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叫救护

车 G，送我自己去了医院。”男人说。

“你跟我说你没事。”女人说。

“我不想让你担心，”男人说，“你看，不

是没事吗？”说着，男人笑了。

女人没有笑，女人紧 H 紧抱着男人，说 ：

“就为了这一个电话，我永远不会放开你。”

（本文改编自《30 秒，相守一辈子的理由》，作者佚名，选自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生命里的波纹 ：298 个小故事，

让你感悟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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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救护车 (jiùhùchē)： ambulance
H紧 (jǐn)：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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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电话

Nánrén hé nǚrén y#qǐ chīle wǎnfàn, chī de shì hǎixiān. Chīwán 
f3n, nánrén jiù zǒu le, tā yào qù lìngwài y! gè chéngshì gōngzuò bàn 
gè yuè. Nánrén duì nǚrén shuō: “Xiàle fēijī, tài wǎn le, jiù bù gěi nǐ 
dǎ diànhuà le. Míngtiān zài dǎ.” Nǚrén diǎndian tóu, sòngzǒule 
nánrén.

Nánrén zǒu le, nǚrén shuì le. Tūrán, diànhuà xiǎng le, nǚrén 
xǐng le.

Nǚrén náqǐ diànhuà, shì nánrén de shēngyīn: “Nǐ hái hǎo ba?”
“Hǎo a. Nǐ ne?” Nǚrén shuō.
“Nǐ méishì ba?” Nánrén wèn.
“Méishì a, wǒ yǐj~ng shuì le.” Nǚrén shuō.
“Méishì jiù hǎo. Wǒ yě méishì. Nǐ shuì ba.” Nánrén shuōwán, 

jiù guàle diànhuà.
Nǚrén kànkan biǎo, sh8ny- liǎng diǎn. Nǚrén juéde jīntiān 

nánrén yǒudiǎnr guài, dàn dàodǐ nǎli guài, tā yě shuō bù qīngchu.
Bàn gè yuè guòqu le, nánrén huílai le, dǔzi shang duōle y! dào 

shāngbā. Nǚrén wèn, nánrén bù shuō; nǚrén zài wèn, nánrén shuō: 
“Kāile y# dāo.”

“Shénme!” Nǚrén jiàole qǐlai.
“Méi shénme, dōu hǎo le.” Nánrén shuō.
“Dàodǐ shì zěnme huí shì?” Nǚrén wèn.
Nánrén shuō: “Zǒu de nà tiān, xiàle fēijī, tūrán yízhèn dǔzi téng, 

fēicháng fēicháng de téng, téng de wǒ dōu zhàn b% zhù le. Wǒ xiǎng, 
huì b% huì shì shíwù zhòngdú? Yīnwèi wǒmen wǎnfàn chī de shì 
hǎixiān, suǒyǐ wǒ jiù gěi nǐ dǎle diànhuà.”

“Jiù shì nà gè liǎng diǎn de diànhuà?” Nǚrén w-n.
“Duì,” Nánrén shuō, “Wǒ xiǎng, wǒmen shì y#qǐ chī de wǎnfàn, 

yàoshi wǒ shíwù zhòngdú le, nǐ yě yǒu kěnéng shíwù zhòngdú.”
“Kěshì nà gè shíhou, nǐ yǐj~ng téng de zhàn b% zhù le.” Nǚrén 

shuō.
“Dànshì wǒ yào xiān nòng qīngchu, nǐ dàodǐ yǒu méiyǒu 

wèntí.” Nánrén shu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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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ǒ shuō wǒ méishì.” Nǚrén shuō.
“Nà wǒ jiù fàngxīn le. Ránhòu wǒ jiù dǎ diànhuà jiào jiùhùchē, 

sòng wǒ zìjǐ qùle yīyuàn.” Nánrén shuō.
“Nǐ gēn wǒ shuō nǐ méishì.” Nǚrén shuō.
“Wǒ bù xiǎng ràng nǐ dānxīn,” Nánrén shuō, “Nǐ kàn, b% shì 

méishì ma?” Shuōzhe, nánrén xiào le.
Nǚrén méiyǒu xiào, nǚrén jǐnjǐn bàozhe nánrén, shuō: “Jiù wèile 

zhè y! gè diànhuà, wǒ yǒngyuǎn b% huì fàngkāi n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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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电话

1.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

（1）�男人和女人晚饭一起吃的什么？

（2）�一起吃完晚饭，男人走以前跟女人说了什么？

（3）�但是深夜两点，女人接到了男人的电话。男人在电

话里主要说了什么？

（4）�半个月后，男人回来了，有了什么不同？

（5）�女人问了几次以后，男人是怎么说明的？

（6）�男人为什么要在深夜两点给女人打电话？

（7）�听完男人说的事情的经过，女人怎么样？

2.	 角色扮演。
 Role play.

� � 三位同学分别（fēnbié,�respectively）扮演“男人”、

“女人”和讲故事的人，一起表演这个故事。

3.	 讨论。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 � 你觉得，女人为什么最后紧紧抱着男人说“就为了

这一个电话，我永远不会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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