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更重

要" 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认同" 我认

为想象还可以分为重内涵的想象

与重外延的想象" 比如这幅漫画!

它诉说马路全被汽车给堵了!救护

车和警车只好在车顶上铺出新路

#$这样的想象应当算是内涵式

的想象!有趣%有味!也有点讽刺的

指向!但在外延上!该漫画难于给

人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想象的毕

竟不是从根本上排忧解难的方式

方法!也不超然" 目前人类很可能

已发明行走与飞行兼用的车!在空

间中有了更多的自由"此&自由'与

彼&自由'泛滥之后!将更严重地相

互制约()*这得仰赖于另一个外

延的想象来解决问题+

前一阵我同时读,世界哲学宝

库-和,中国思想宝库-两本书!感

觉除知识层面外!西方哲学更侧重

外延的想象!试图从人类视野更为

纵深的角度去探索各种形而上的

问题!而东方哲学更多是从内涵上

看待人生%社会和天地!这种内涵

式的想象有时像没有装上滑轮的

行走! 在一定的范畴里妙趣横生!

但速度和延伸的范围则受局限.比

如! 东方古人探讨得最多的神灵/

天地和阴阳等命题!我发现古人同

样讲了许多等于没讲的话!比如对

&阴阳'和&天人合一'的无休止论

述!看似高深莫测!实则重复了诸

多玄虚而欠实用的说法"我甚至认

为!咱的废话和套话古时候就已经

盛行了!只是那些废话和套话字面

上不大好理解!所以看上去不像废

话和套话" 不像今天!我们动辄就

说&虽然$$但是$$'的句式!小

学生通常都知道说了前边的话!后

边的话该怎么说"

东方内涵式想象!造就了让部

分人享受起来相当舒适的精细文

化!比如有格外耐读的小说等" 可

在外延上!我们的小说理念一直没

有走出遗传的圈圈" 0

!

叶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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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说明!马路全被汽车给堵了"

救护车只好在车顶上铺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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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腔

北调

你是一个小萝卜 ! 没有你的坑 !

你就得努力寻找你的坑! 找不到! 你

就变成了萝卜干.

"""#$%&'()*+,-

成熟不一定与年龄有关1 智慧不

一定与智商有关2 幸福不一定与金钱

有关.

"""./012

岁月稀释不了亲情的血! 距离分

不开相拥的心! 风雨挡不住寻亲的脚

步! 山河拦不断团圆的信念
! """

3456789:;<=>?

看看那些堆积如山的家具 / 纸

张/ 瓶罐/ 包装盒$$就能明白地球

上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 是如何在每

个人的手中造成. 环保工作不仅仅净

化大地! 让资源回收再生! 最重要的

是净化人心! 启动 &心灵环保'.

"""@ABC

哈 哈 镜

!"

两位精神病人
!

君
"

君同时康复!

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

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就要

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

突然一天! 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

来! 原来是
!

君"#不得了了!

"

君从今

天早上开始爬在我家的厕所里!非说他

是我的马桶$ %

#快!快把他送来啊& %

!

君沉默片刻"#那'(我不就没

马桶了吗) %

#$%&'

坐快速大巴回家! 空调开的很高!

车又平稳快捷!所以非常舒适!满车的

红男绿女都疲惫地倒在座位上$

昏昏然中!大家被一记超级毒辣闷

臭屁熏醒了*大伙先是紧皱眉头!很快

有人拼命捂住口鼻!当臭屁浓度越来越

高时!大伙开始骚动!并恶狠狠地相互

对望& 有人试图开窗户透气!才绝望地

发现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车窗是密闭的

((

每个人都在挑战耐受极限!终于有

个学生憋不住了!大喊"#停车& 我要下

去& %

司机说"#高速路!不能停& %那学生

又喊"#求你!我真憋不住了& %

司机依旧不理睬+

终于!那学生大吼一声"#那就怨不

得我了!我要来一个响的啦& %

()*+,-.

妻子对丈夫说"#皮尔!我送给你最

好的爱情礼物是孩子!可是你送给我什

么呢) %

#孩子他爹呗& %丈夫回答道$

/012

见老伴儿又从超市买来四瓶麻酱!

我不解地问"#前天你不是刚买过四瓶

吗) 怎么又买四瓶) 买这么多麻酱干

吗) %

老伴儿说"#你懂什么& 前天买的十

块钱一瓶!今天促销!六块钱一瓶$我这

是炒股学来的!这叫,补仓-!摊低成本$

我算过了!这样一瓶麻酱合八块钱$ %

345

男"#我今天很不顺利!看见漂亮女

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你可以为我

笑一下吗) %

女"#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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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津卫防保健字 &$% 号

每天只需几元钱 耳鸣!耳聋好转了

'(((

年
)

美国一项耗时
''

年的耳病科研产品
问世了!它开辟了针对耳鸣耳聋新纪元"该品萃取
南美野生植物精华并融入现代医药技术! 在双侧
耳廓#耳后涂抹!迅速消除耳鸣#耳聋$

近
'$

年间!这种由镭释力药业生产的$久久耳

康%风靡全美!数以千万计的耳病患者得到了康复$

迅速%安全#方便#价廉深得美国民众的青睐!&仅一
次几元钱的用量花费!真就让耳鸣停了%耳聋灵了!

太不可思意了'

)

&耳鸣不闹了! 听力大幅得到了提
升'!&耳朵不吵%声音清晰的感觉美妙极了'

!

人其实有"两套#耳朵
人的听觉系统是由内外耳和听神经系统构

成!内外耳只负责聚拢%收集声音(听神经则对声
音进行识别%处理%加工后传输给大脑$易紊乱%衰
老的听神经系统是人产生耳鸣%耳聋的根本原因$

$久久耳康%通过在双侧耳廓%耳后涂抹迅速激活
周围听神经%血管组织!改善内耳循环!增强耳部的新
陈代谢!调节听神经%耳鼓膜及人脑的供血%供养!激
活坏死的听觉神经!迅速消除耳鸣%恢复听力$

,-./

,01 ,234

久久耳康适用于$神经性耳鸣&噪音
性耳鸣&突发性耳鸣 &间歇性耳鸣 &听力
下降&老年性耳聋 &突发性耳聋 &药物性
耳聋&噪声性耳聋&神经性耳聋等'

症状消失后继续巩固一到二盒!能够防止复发!

同时起到提高脑供养!提高睡眠质量等保健功效.

咨询热线$

!"!##!$%

市内免费送货

经销地址$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惠祥药行)海府路
'

号东升楼底*源安隆药品超市)望海楼旁*源安隆药品超市)府城琼台书院对面*源安隆药品超市)海甸岛三西路教育局楼下
*

秀英
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市场* 省药材公司第二商场

+

得胜沙路
&'

号
*

广安大药堂各连锁 升升药店 )大路街
&'

号忠介路口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车站旁*三亚!保健堂)红旗街
'"

号* 澄迈! 医药第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文昌!南山药行)孔庙对面*屯昌!药材公司成二门市部)新建三路
'"

号*昌江!仁和药行)公路局楼下*临高!

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街*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车站对面*雷鸣药店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万宁!百年华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万宁!

恩惠药品超市 东方!爱民药店)邮局对面*保亭!仁和堂参茸药店)水果街对面*乐东!银都药店)万佳汇旁*五指山!康力药行琼中!祥和药行)菜市场总工会对面*白沙 !昌剂药店 )牙叉北
路信工会楼下*宝参坊药店!阳江农场部对面

)*

号&海口秀英业里村&东山镇解放路
+,

号&洋浦五街&澄迈金江分店)立新路*文昌车站对面&文昌翁田镇新二区&南坤镇南中街
-,

号

经销地址$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惠祥药行)海府路
'

号东升楼底*源安隆药品超市)望海楼旁*源安隆药品超市)府城琼台书院对面*源安隆药品超市)海甸岛三西路教育局楼下
*

源安隆药
品超市各大连锁店均有售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市场* 省药材公司第二商场

,

得胜沙路
&'

号
*

广安大药堂各连锁 升升药店 )大路街
&'

号忠介路口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车站旁*

三亚!保健堂)红旗街
'"

号* 澄迈! 医药第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文昌!南山药行)孔庙对面*屯昌!药材公司成二门市部)新建三路
'"

号*昌江!仁和药行
)公路局楼下*临高!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街*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车站对面*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万宁!百年华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

万宁!恩惠药品超市 东方!爱民药店)邮局对面*保亭!仁和堂参茸药店)水果街对面*乐东!银都药店)万佳汇旁*五指山!康力药行 琼中!祥和药行)菜市场总工会对面*白沙!昌剂药店)牙叉
北路信工会楼下*宝参坊药店!阳江农场部对面

)*

号&东山镇解放路
+,

号&浦五街& 海口秀英业里村&澄迈金江分店)立新路*文昌车站对面&文昌翁田镇新二区&南坤镇南中街
-,

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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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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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 .789!

要说这鼻炎也真顽固!反反复复的!让人痛苦不堪4 多年来为治这鼻炎!

吃/喷/滴/抹的药没少用!钱没少花!治鼻炎真的那么难4

求助$进入夏季!气候异常!早晚
温差大!脆弱的鼻腔粘膜极易产生过
敏反应!又要遭罪了!有没有根治鼻
炎的妙方+

回复$鼻腔粘膜接触致敏源)温度
改变#粉尘#花粉*时产生过敏反应!根
源在于鼻腔内植物神经紊乱! 支配人
体做出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 所以
治疗过敏性鼻炎关键在于调节鼻部植
物神经!恢复末稍神经健康状态,

(必高鼻炎贴%外贴颈后椎穴!药
物成分透皮吸收!迅速祛除鼻黏膜表
面炎症!排痰化脓(同时充分调节鼻
部植物神经!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治
疗过敏性鼻炎, 专家提示!按疗程使用效果更好) *

*

盒
.

疗程+

鲁食药监械0准3字
"$$-

第
""%$'".

号

方法选对了!鼻炎治愈其实很简单"治鼻炎国
家专利产品$必高鼻炎贴%引入日本技术兼具西医
治表和中医治本的双重功效! 填补了治鼻炎领域
里的空白 !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 $必高鼻炎贴%

利用人体经络网!外贴穴位治鼻炎!高效#安全#

简单!解决了常用药物副作用大#吸收差的难题,

$必高鼻炎贴%适用于各种急慢性鼻炎#鼻窦炎#

鼻息肉#过敏性鼻炎等,

验证疗效
!"

"必高鼻炎贴 #

#$%&'()

*+,-./0'-1234+56+789

从即日起开展"买二赠一#活动
/

为了不

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活动期间凡在指定

经销地点购买&必高鼻炎贴'两盒!均可获

赠价值
#&

元的同品质试用装,

!"!!#'&'

鼻炎贴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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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导师!教练. 他教给你实

用的技巧/一定的工作经验!虽不是知

识!但它可以给你指明方向. 这个人可

能是你的上司/前辈/学长.

第二个"陪练!同路人 !任何人的

成长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学而习!习

而成习惯练出来的. 这个练的过程!是

一个很苦的过程! 是一系列简单动作

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由量变成质变的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很难坚持

下来!这时你需要一个同路人. 他可以

是和你有共同兴趣!共同目标的朋友!

最好是你生命中所爱的人.

第三个"榜样. 在你一生中!在不

同阶段! 会有不同的标杆! 你向他学

习!受他鼓舞!一步一步向他靠拢. 最

重要的是那个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人 !

你知道!不需要通过机遇!只需要通过

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榜样.

第四个"敌人!看不起你的人 !拒

绝过你的人. 人不到绝境是不会有斗

志的!你要证明他是错的!他会给你真

正的动力.

第五个!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 这

个世界上! 失败的人除了天分太差之

外!只有以下几点1懒!方向不对!方法

不对!没有坚持.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

就不要怪别人.

6738

每逢母亲节! 老师总会一再提醒学生! 做母

亲的如何辛劳伟大! 大部分学生的作文里也会加

上一句" 我将来长大! 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

可是现在的孩子有更进一步的想法! 读小学

一年级的小美在日记上写着" 做妈妈这么辛苦!

将来我一定要我的孩子好好孝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