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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摘自第一文库网www.wenku1.
com；图片摘自昵图网）

圣诞节小故事
你妈妈在我手中

又是一个圣诞节，汤姆向妈妈要一台
电脑，但汤姆又淘气，又功课不好，妈妈不
给他买，但又不能直接拒绝，只好说：“汤
姆，你给上帝写封信，如果你在一年间做了
好事，上帝是会给你一台电脑的。”

小汤姆开始给上帝写信：亲爱的上帝，
我是您最可爱的小汤姆，这一年间我做了许
多好事，圣诞节了，希望仁爱的您能给我一
台电脑，爱您的汤姆。

但是，小汤姆写完之后觉得写得太不真
实了，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上帝啊，我是汤
姆，这一年虽然我做过几件不好的事，但我
知道我错了，希望您能给我一台电脑，您的
汤姆。

可是汤姆看了之后，仍然觉得不好，他
就又写了第三封信：上帝，是我，汤姆。是
的，我确实做过许多坏事，但还是希望你能
给我一台电脑，小汤姆。

于是，小汤姆拿着第三封信去了教堂，
他看到了圣母和耶稣的雕像，但他却写了第
四封信，然后抱着圣母玛丽亚的雕象回到了
家中，并把它放在了床下。 第二天，牧师在
耶稣雕像下发现了一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耶稣，你的妈妈在我手中，想再见到她的
话，快给我一台电脑，你知道我是谁！

想要一匹小马驹
圣诞节的前一天,父亲问女儿想要什么礼

物,女儿知道妈妈又要生小宝宝了,便说:“我
想要个小弟弟。”果然,圣诞夜,母亲怀里抱着
个男婴从医院回来了。 不久以后,父亲又问女
儿:“孩子,明年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呢?”女
儿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如果妈妈不觉得太麻
烦的话,我想要一匹小马驹。”

丢失的钱包
一位女士圣诞节大购物，在匆忙中丢失

了钱包。有—个诚实的小男孩找到了钱包并
还给她。

女士看着钱包，说：“嗯，真有趣。我
丢失钱包的时候，里面有一张20元的钞票，
但现在变成了20张1元的零钞。”

小孩马上回答道：“一点没错，小姐。
上次我捡到了一位女士的钱包，但是她钱包
里居然没有零钱作酬金。”

不准偷酒
某人圣诞节前夕买了一大桶好酒放在户

外。
第二天他发现少了四分之一，便在酒桶

上贴了“不许偷酒”四个字。
第三天，酒又少了四分之一，他非常

生气又贴了“偷酒者杀无赦”六个字。第四
天，酒还是被偷，只剩下了四分之一，他的
肺都快气炸了！

他 的 一 个 朋 友 知 道 了 此 事 ， 就 对 他
说：“笨蛋！你不会在酒桶上贴上‘尿桶’
二字，看谁还偷喝！”他觉得挺有道理，就
照办了。

第五天他哭了
桶满了……
第六天他又在酒桶上贴了“不许偷酒”

四个字。
结果，好多人哭了……

圣诞节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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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的脚步近了，这两天办公室里的
小姐妹常常给大家描述家中小儿女期待圣诞
礼物的有趣情形。小孩子们为了得到礼物，
努力地表现着，唯恐一不听话惹怒了圣诞老
人，那样就会与礼物失之交臂了。

小孩儿总是格外认真的，单纯得很，他
们相信爸爸妈妈的话，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圣
诞老人，而且深信每一个乖孩子在圣诞节这
一天都会得到圣诞老人的奖励。

女儿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已经记不得到
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给她送圣诞礼物了。有一
年，大概她四五岁的样子，应该是进了12月
份，我对女儿说起了圣诞节的事。我告诉她
圣诞老人在每年的12月都会总结全世界小朋
友一年来的表现，听话的好孩子会在圣诞节
这一天得到圣诞老人亲自送来的礼物，而且
这个礼物还是你特别想要的。

“妈妈，我是个乖孩子，我会在圣诞节
得到礼物吗？”女儿对圣诞老人充满向往。

“会的，遥遥一直是个乖孩子，一定
会得到礼物的。你许个心愿，看看能不能实
现。”看着女儿的大眼睛，我发现孩子的心
是多么纯真可爱！

于是，每年到了12月份，女儿都会在某
个晚上对着窗外的星星或月亮许愿（一定是
有星星或月亮的夜晚，她怕太黑了圣诞老人
看不见），虽然她的小嘴儿念念有词，但是
圣诞老人真的听不到，可旁边的我却听得一
清二楚。

清晰地记得女儿第一次得到圣诞礼物的
情景！

那个圣诞节的早上，我还没起床，女儿
醒了。

“妈妈，我会有礼物吗？”女儿没有急
着下床，而是站在床上忐忑不安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期待和焦急。

“你自己去看看吧？”我鼓励她。
女儿下床了，咚咚咚，朝房门的方向跑

去。
“妈妈，门上没有啊？”一会儿，她失

望地回来了，很伤心的样子。
“那你再到阳台看看，圣诞老人也可能

是从窗户爬进来的呢？”看女儿那难过的模
样，心都有点儿不忍了，她那么小，那么脆
弱呢。

只几秒钟，“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有礼物，我有礼物了！”女儿的声音大得出
奇，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快让我看看，圣诞老人都给我们遥
遥什么礼物了？”我做出一副相当吃惊的样
子。

“妈妈，大熊，还有卡通画，还有圣诞
帽，都是我想要的，圣诞老人真厉害呀！”
女儿快速翻着礼品袋儿，一个一个把礼物拿
出来，她对圣诞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欣喜过后，女儿就开始给七大姑八大姨
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一特大喜讯。其中不乏有
人对她说：“没有圣诞老人，那是你妈妈装
的。”女儿很失望，问我是这样吗？我说阿
姨是逗你玩儿的，妈妈昨晚一直搂着遥遥睡
觉，哪有功夫买礼物去啊？女儿信了，小孩
子是最相信妈妈的话的。

接着，我就悄悄地给揭穿秘密的人打了
电话：“不要打碎小孩子的美梦，帮我成全
她！”

从此后，全家人都会和我一起为女儿编
织这样的圣诞故事，女儿在每年美好的期待
中渐渐长大了。她一直自觉、努力地做个好
孩子，因为她坚信她的一举一动圣诞老人都
会知道。

“你能骗她到什么时候呢？”妈妈有一
次亲眼目睹女儿得到圣诞礼物狂喜的时候对
我说。

“骗到啥时算啥时呗，又没什么不好
的。”我也奇怪，女儿竟然一直相信着。这
期间她也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幼儿园的小朋
友、小学的同班同学对她说圣诞老人都是假
的，是大人装的，但她说妈妈我不信，他们
不是好孩子没有得到礼物所以才会这样说。

直到女儿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一年，我精
心编织的谎言被戳穿了。一天，我下班刚一
进家，女儿就怒气冲冲地冲我大嚷：“妈妈
是个大骗子，老师今天上课讲了，根本就没
有圣诞老人，你一直说有，你还告诉我要诚
实，可你一直撒谎，你不是个好妈妈！”女
儿很伤心，哭了。

我一时呆住了，“我错了吗？”我拉着
她的小手：“遥遥，圣诞老人的确是妈妈装
的，但妈妈不是故意欺骗你，妈妈只想满足
你的心愿，给你个惊喜，难道你每年收到礼

物时不高兴吗？”
女儿收住了眼泪，她好像明白了。
其实，我只想让我心爱的女儿更多地体

会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学会感动，学会感
恩。

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写自己
妈妈的作文，女儿写的是：《美丽的谎言》。
这篇作文，我至今保存着，贴在这里，与大
家分享：

美丽的谎言（女儿小学四年级的作文）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开始为我装

扮圣诞老人，也许那时的我年龄太小，太天
真幼稚，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圣诞
老人，否则我怎么会年年在圣诞节收到我想
要的礼物呢？

可是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渐渐明白
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
所谓的圣诞老人其实都是自己的妈妈偷偷装
扮的，这是在一节品德社会课上老师亲口告
诉我们的，绝对没错！

记得在上完圣诞老人那节课的放学路
上，我生气地想：今天晚上一定要拆穿妈妈
的阴谋，以前我问她世界上有没有圣诞老
人，她总是十分坚定地说：“有！”撒谎都
从不眨眼，还天天教育我做人要诚实呢！
哼！

晚上妈妈下班刚一进来，我就冲上前
对妈妈嚷道：“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讲
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每年
的圣诞老人都是你装的，我问过你多少次你
都说有，你一直都在撒谎骗人，你不是个诚
实的好妈妈！”

妈妈惊讶地站在那里，愣了好半天，然
后妈妈拉住还在生气的我的手说：“圣诞老
人是妈妈装扮的，但妈妈不是故意骗你，妈
妈只想满足你的愿望，给你一个惊喜，让你
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发现妈妈在说这
番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

我知道我错了，我没有体会到妈妈的良
苦用心！我急忙说道：“妈妈，我错了！”

虽说妈妈一直在撒谎，但这却是一个美
丽的谎言。正是这个美丽的谎言，给了我一
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也将给我的一生留下最
美好、最难忘的回忆！

最后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