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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五指山路28号 电话：65351508，13976653942

27周年店庆
超低价回报社会，倾情奉献，

维信牙科
维信牙科常年招医生、护士

杨维信院长种植牙20年操作经验亲临出诊，敬请预约！ （以上均为责任薪金）。任职要求：20-65岁，学历不限，性格开朗，敢于挑战自我，挑战高薪！

长沙江恒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聘
本公司为湖南五江集团控股子公司，从
事房地产策划、销售及招商工作。五江
集团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拥有自
营进出口权的大型民营企业，拥有员工

2.8万名，综合实力位居湖南省民企第二。现因发展
需要，在海口设立分公司，诚邀有志之士加盟：

1、总经理助理5名：8000元/月+管理津贴+提成。
2、业务经理6名：6000元/月+管理津贴+提成。
3、业务主管12名：5000元/月+管理津贴+提成。
4、置业顾问30名：5000元/月+提成。
5、中老年顾问30名：5000元/月+提成。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中房高级公寓1304房 电话：68523631 13807650991 联系人：童经理

本栏目逢二、四、五刊出（规格：3.5×4.5可倍增）
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 承办：海南征途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汇隆广场二单元1606室 电话：65807808
热线：13178989992 13976994101 传真：65889558 QQ:2366318556

招生 直聘 培训广告教育就业
负责人：李发亮

南腔北调

哈哈镜

漫画吧

最好的年龄

幸亏遇到你

最近iPhone 6很火
身边朋友老抱怨说女朋友叫送

iPhone6，我个人觉得吧，不就一手
机吗？送给女朋友怎么了？不就几
千元的事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
吗？女朋友喜欢就送呗，反正我又
没女朋友。

最近听说iPhone6装在口袋里
可能会因挤压而变形，我想说的是大
可 不 必 担 心 这 个 问 题 ，刚 买
iPhone6，怎么可能穿带兜的衣服呢？

人生感悟

减肥视频
作者：谈芳波

我总在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何
其多，能够相遇是多么不容易的
事。而别人和你遇上并有交集的
机会，简直和中大奖差不多。不
过，总有一些从天而降的人，走进
你的生命中。

那年，我初涉职场，总感觉茫
然无措。我的搭档是一个刚毕业
的男生，也给人青涩之感。我心里
暗想，这下可惨了，两个没有经验的
人在一起工作，肯定要状况百出。
而且我听人说，职场凶险，应该心存
戒备。工作中，我时时处处表现出
有所设防，说话总喜欢委婉含蓄，做
事也习惯察言观色。让我没想到
的是，他却很热情，工作上的看法、
经验会毫不保留地告诉我。

有一次，我们工作中出了点小
失误，他竟然把责任全都揽下来。
我渐渐开始信任他，也学会了与人
相处之道——只要真诚对人，就能
换回同样的真诚。他是个粗中有
细的人，工作上也很有一套，在他
的带动下，我很快进入状态。不久
后，我们的工作被大家认可了。我

很欣慰地对他说：“幸亏遇到你，不
然我还以为职场深不可测，危机四
伏呢。如果不是遇到你，我的工作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开局。”他笑笑
说：“也幸亏遇到你呢！你让我学
会了沉稳内敛的态度，也养成了做
事有条理的工作习惯。”

我的性格偏内向，却有一个性
格极为外向活泼的闺蜜。我们初
中时是同桌，这些年一直联系紧
密。她爱交际，喜欢玩，总是拉着
我参加聚会，跟着驴友出游等。因
为有她，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而且还结交了很多朋友。那天我
算了算，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二是
通过她认识的。她颇有些得意地
说：“我就是你走向外面世界的桥
梁嘛！”我笑了，说：“幸亏遇到你，
不然我的生活多么单调。”她也笑
着说：“幸亏遇到你呢，在你身上，
我学到了好多，你有很多让我望尘
莫及的优点，我也一直在学你，追
你。你没发现，现在我喜欢上了读
书，听音乐，变得很淑女了吗？”说
着，她摆了个淑女的POSE。

我虽然心细，但生活细节上并
不讲究。什么变着花样给家人做
早餐，或者把一家人的衣服熨得平
平整整之类的事，我总是不屑于
做，觉得那样浪费时间。而老公却
是个居家男人，他喜欢做菜，还喜
欢看电视里的烹饪节目，然后把菜
谱记下来，给家人展示他的厨艺。
不仅如此，他还能把衣服熨平，甚
至针线活儿都做得不错。有一次
我跟朋友们说起他，大家都觉得不
可思议，一个男人能做到这样很难
得了。他弥补了我的不足，所以我
们的生活一直和谐。我说：“幸亏
遇到你。”他答：“可不嘛，幸亏遇到
我，换了别人，你的日子都没法
过。不过呢，遇到你也是我的幸
运，你不是那种功利的人，从来不
给我压力，让我生活得很轻松。”

如果有幸遇上谁，彼此都有
“幸亏遇上你”的感觉，相互欣赏，
惺惺相惜，实在是人生幸事。人生
在世，什么财富、名利都不过是浮
云，他们才是上天送给你最珍贵的
礼物。 （王纯）

几岁是生命中最好的年龄
呢？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向观众
提问。

一个小女孩说：“2 个月，
因为你会被抱着走，你会得到很
多的爱与照顾。”

另 一 个 小 孩 回 答 说 ：“3
岁，因为不用去上学，没有家庭
作业，你可以做几乎所有想做的
事，也可以不停地玩耍。”

一个少年说：“18岁，因为
已经成年了，可以开车去任何想
去的地方。”

一个男人回答说：“25 岁，
因为你有较多的活力。”这个男
人已43岁了，他说自己现在越
来越没有体力走上坡路了。

某人认为40岁是最好的年

龄，因为这时是生活与精力的最
高峰。而一个年轻男人说65岁，
因为可以开始享受退休生活。

最后，一位老太太说：“每
个年龄都是最好的，请享受你现
在的年龄。”

这个回答似乎让每个人内心
都震动了一下。的确，不管你正
活在哪个年龄段，不管昨天的你
有多难堪，有多无奈，有多苦
涩，都过去了，也无法更改。享
受现在的年龄和眼前的生活，才
会觉得快乐。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自
己的年龄里，不抱怨，不逃避，
一路行走，用美好将岁月一点点
地过滤。

（赵自力）

凌晨，一个小区的门卫打电
话报警，说10楼一家居民的窗沿
上坐着一个男孩。他记得这个
男孩今年参加高考，好像考得不
是很理想，深更半夜坐在窗台会
不会是想不开。因为担心男孩
受惊吓，门卫没敢大声喊，偷偷
走到没人的地方报警。

因为门卫事先说好不要吓
到孩子，我把警车停在附近，和
老汤徒步走进小区。果然，从楼
底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个男
孩坐在窗沿，脚掉在外面，低着
头几乎一动不动，似乎在做激烈
的思想斗争。

我和老汤迅速分工，他负责
和门卫一起去找消防队，我上楼
争取进房劝导。由于已经是凌
晨了，敲门声很刺耳，不一会门
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男子开了

门，我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把男子吃惊的问话憋了回去。
然后我告诉他，他家的孩子现在
正坐在窗台上，希望家长能全力
配合，不要刺激到孩子。

男子听我说完，脸上的神色
岂止是吃惊，简直就是吃惊至
极。他说：“不可能吧？我儿子心
态挺好的，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
的东西，不信我们一起过去看
看。”还没等我伸手拦，他就拉着
我到了男孩的房间。男孩见到父
亲和警察，并没有特别吃惊，而是
轻松地跳下窗台，顺手把手里的
手机放到桌子上。一见手机我就
明白了，果然，男孩说：“你们干嘛
呢？都怪我爸小气，睡前把家里
wifi关了。我不就是蹭了隔壁的
wifi吗？找了半天，就是窗台那
里信号最强。” （董刚）

痛苦造就明星
有些艺人虽然也算红，但演

戏永远只有一两个表情，木讷而
干涩。导演费尽唇舌教戏，教到
自己都动了真情，他还是演不好。

演不了生离死别、爱恨交
缠，不一定是艺人蠢，也许是他
比较幸福，所以没有这样的经
历。换个角度说，应该值得妒忌。

有没有发觉，古今中外影坛演
技出神入化、感人至深的那些艺
人，很多来自单亲家庭，童年生活
也不甚愉快，或饱尝穷困、不幸、失
望，在长夜饮泣。他们眉宇间，总
有抹不掉的忧郁，即使笑，也带三
分苦涩。但这些人才是好演员，他
们恨过，爱过，灰心过，等待过，浪
荡过，坏过，艰辛挣扎过，被出卖
过，堕落过，快乐过，危险过……有
着七情六欲，如此，任何角色他们
都可以驾驭吧。这是观众的眼福。

个人的痛苦，社会的不公，反
而造就了明星，感动了千万人。

若可作此“交易”，你换不换？
（李碧华）

开会
公司开会，两个女员工在有

说有笑。老板瞪了她们一眼，两
人立刻不吱声了。

然后，老板对她们说：“你们
两个说说为什么开会的时候不能
喧哗？”

其中一个答道：“因为有人在
睡觉。”

上岗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从

小你就不聪明，累死累活地才考上
大学，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现在编
辑要男的、会计要男的、连秘书也要
男的，妈实在为你操碎了心。”

女儿：“呜呜……”
妈妈坚定地说：“所以趁现在

老婆还是女人，赶紧上岗，不然过
两年……”

■换个角度看问题的结果是：
房价涨是要你好好工作，油价涨是
要你学会节约，肉价涨是要你好好
减肥，墓价涨是要你好好活着。

■愚蠢的人到远方寻找幸福，
聪明的人在脚下种植幸福。

■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
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
式生活才叫自私。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生活
中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但要记住，
关上了并不代表锁上了。

■广告就是告诉别人，钱还可
以这么花。

■我从来不会当着别人的面说
他们的坏话，所以，麻烦请你背过
身去。

■富人说：钱不是问题；穷人
说：问题是没钱。富人说：身边女
人很多，不知道哪个真心；穷人
说：俺是真心的，身边没一个女
人。富人说：房子很多，不知该住
哪一处；穷人说：房子住过很多，
没有一处是自己的。

信号强

诚信需要积累
一个朋友和我谈起他另一个

朋友的故事，故事很有意思，也耐
人寻味。

他朋友从28岁开始，有了稳
定的家庭和工作。这时，他开始和
一些同事借钱，由几百到几千，数
目越来越大。每次借款到期，他都
会准时归还，从不拖欠。

对于他的这种做法，妻子一直
不理解。家里虽不富裕，可维持生
计没啥大问题。他向同事借来钱，
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再借人，都躺
在家里睡大觉。那些钱一点用也
没有，为什么还要白白地付利息？
每次对于妻子的抱怨，他都是微微
一笑，回应道：“会有用的。”

三年后，他物色了一个很值得
自己下海创业投资的项目，项目启
动资金不大，约15万元。可他几
乎没有创业资金，他把自己的想法
写成一份很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并
和过去的同事讲他的创业打算。
同事们看了他的商业计划书，以及
对他过去为人处事的表现，都表示
愿意借钱给他进行创业。

有了这笔钱，他很快实现了自
己的创业想法，并很快实现盈利。
此时，他的妻子才明白他以前做事
的真正用意。

这个故事看似平淡，但它让我
深悟出：好的诚信、好的名声、好的
信誉都是需要积累的，只有懂得长
期经营的人，才会成为最后的赢
家。 （唐崇健）

笨蛋！片头的吃披
萨吃汉堡那些片段是广
告，你不用照着做。

朋友发来一个健身视频说只要照
着做就能迅速减肥，我相信了他……

……结果
一个月之
后胖了十
多斤。

……

你 这 骗
子！减肥视频
根本没用！

两支箭
有一个学习射箭的人，手里

经常拿着两支箭。
师父说：“初学时最好不要带

两支，依仗着有第二支，心中就
不太注重第一支。每次射箭时都
不要有得失的念头，只想着一箭
中的就好。”

这射箭的教训，放之万事皆
然。懈怠之心，有时连你自己都
没有察觉，更何况射箭时在刹那
之间，自己安能知道是否有懈怠
之心？ （吉田兼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