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叹父母心太急!

望子成龙争朝夕"

正课副课辅导课!

大雨倾盆向儿袭!

脑子乱成一团泥#

二叹学校看重钱!

副课创收主课偏"

这班那班课外班!

家长负重苦堪言!

我心超压步履艰#

三叹自己不争气!

社会歪风诱难敌"

黄书黑碟游戏机!

神魂颠倒醉如泥!

哪能刻苦钻学习#

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

公祭典礼昨日在台北市第二殡仪

馆景仰厅举行! 孔德成先生在台

湾大学任教五十多年" 一直到今

年四月还坚持授课" 当时仍声音

洪亮#$

我们对祖宗的祭奠既表达对

先辈的敬爱" 也在维护我们自己

生存与延续的依据"尽管这些%依

据&并非尽善尽美"也几无可能完

美无缺!

三千多年有记载的中国历

史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历史人物和

文物" 这些人物和文物成了现今

多少人的%生存依据&呵' 如今的

历史和历史人物" 及其著述的通

俗化与戏说化的过程中" 中华民

族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文字搬迁

工程"这样的搬迁谁是受益者(谁

是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是书商"

文字搬迁者分羹少许* 最受委屈

的恐怕是先哲们" 因为他们的经

历和学说时常被曲解和误解+其

次是无谓耗费日益昂贵的优质纸

张以及相应的自然资源*

细细考究各个地方的人文

现象"可发现有趣的情形,一个国

家的国民有其祖传的 %生存依

据&"一个地区同样有类似的%依

据&* %依据& 会像能长气根的榕

树" 不断繁衍延伸" 最后蔚为大

观* 比如陕西作家柳青-路遥(陈

忠实和贾平凹" 便成了陕西诸多

文人和学者的%生存依据&! 陕西

的高校里"不止一所大学设有%陈

忠实研究室&之类的研究机构"许

多大学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随

便做一篇有关陕西文坛%四杰&的

论文" 就不难获取学士和硕士学

位! 这样的人文生态繁荣景象还

将滚雪球一样滚下去"越滚越大!

雪球越大" 该地区的人文底蕴越

显深厚"其间看不出谁吃了亏"几

乎谁都是受益者"皆大欢喜!

我倒希望一个地区乃至一个

国家能够不断出现众所期盼的

%生存依据&! 如此大小的图书馆

不至于堆积过于雷同的论文"不

至于本来不甚丰厚的思想和文字

被无聊地搬来搬去!

!

叶海声

!"#$%&'

国内新闻! 台湾为孔子第七十

七代嫡孙孔德成举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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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刚才老板讲笑话的时候!你为

什么不笑%

职员$我不必陪着你笑!因为我这个

月底就会辞职#

$&'(

妈妈$&你不戴眼镜去海边约会!美

丽的风景都看不清了# '

女儿$&我的男朋友说我不戴眼镜更

漂亮!我也觉得他更顺眼# '

) *

医生正在劝一个得了肥胖症的人打

高尔夫球减肥# 患者说$&这种运动不适

合我#我以前试过!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

打到的地方!我就看不见球"如果我把球

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我就打不着球# '

+,

一天逛小吃街发现一家卖蛋糕的

店!每一种蛋糕看起来都十分美味!想买

一个来试试# 我问店员$&请问这是单卖

(丹麦)的吗% '店员$&不!这是日本的# '

-./0

一位衣着华丽*丰满*健康的太太来

看望契诃夫#

她一坐下来! 就装腔作势地说$&人

生多么无聊+ 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啦*天

啦*海啦!连花儿都是一样# 在我看来什

么都是灰色的!没有希望#我的灵魂里充

满了痛苦,,这好像是一种病,,'

的确!这是一种病#它还有一个拉丁

文名字$&骗人的病# '

12$3

一位心理学家断言$&今天的年轻一

代和我们这一代基本相同# 他们也是逐

渐懂事!离家出走!结婚!生孩子!只是顺

序是倒过来的# '

4560

老蚊子对年轻的蚊子说$&你们年轻

的一代真是太幸运啦+在你们的时代里!

时髦的女人喜欢裸露她们的肉体! 你们

可以随时大饱口福# '

年轻的蚊子反驳说$&你只知道她们

袒露的外表!其实她们的脸上*身上都涂

满了许多油腻的东西! 时常塞住我们的

吸管! 害得我们好几天没吃到一点东西

呢+ '

78

在船上! 一个水手问另外一个水手

说$&酒和女人!你到底喜欢哪一种% '

另一个水手回答$&难说!因为这取决

于他们出生的年月# '

9:;<=

男人$&你们女人说话就像画眉毛一

样+ ' 女人$&你的意思是说女人说话非

常有艺术吧+ '

男人$&不!愈描愈黑# '

!

!!

岁
!"

岁" 比谁可爱眼睛大+

!#

岁
!$

岁 " 比聪明学多少才

艺+

!%

岁
!!&

岁" 比谁的成绩好+

!!"

岁
!!'

岁 " 男比酷 ( 女斗

美+

!!$

岁
!!(

岁" 比谁有钱花+

!!)

岁
!&&

岁 " 比谁的女友漂

亮+

!&"

岁 .找工作/" 比谁的学历

高+

!&#

岁
!&'

岁" 比谁的工作轻松

工资高+

!&$

岁
!"*

岁 " 比谁先娶到老

婆+

!"!

岁
!"'

岁" 比谁先生小孩+

!"'

岁
!#*

岁" 比谁事业有成+

!#!

岁
!'*

岁" 比谁的房子- 车

子好+

!'!

岁
!''

岁" 比谁积累的财富

多+

!'$

岁
!$*

岁" 比媳妇+

!$*

岁
!%*

岁" 比子孙+

!%*

岁
!%'

岁" 比谁健康+

!%'

岁以上" 比谁更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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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格除港澳外"均为口岸往返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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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各类出境公务商务考察及文化交流团组提供专业的线路设计#相关手续及优质境外接待"

!

专业办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中东等各国签证及国际优惠机票$经验丰富#价格优惠"

%往返机票#船游维港全含$无购物$赠深圳
)

晚&

%&#$

元

!%#$

元

港澳品质
*

日

新马
*

日

韩国首尔济州
*

日

日本全景
+

日
''#$

元

"'#$

元

南非
,

日

阿联酋
*

日
%%#$$

元

##$$

元

&"$$

元

%(&#$

元

欧洲五国
,

日

澳新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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