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鱼
有个急性子的人在河边钓鱼，

先往钩上穿了条虫子做鱼饵，然后
把钩子抛到水里。不一会儿，见鱼
没上钩，他又换了块面包做鱼饵，
还是没鱼上钩。他赌气似的又往
钩上换了根火腿肠，等了一会儿，
仍然没鱼上钩。一气之下，他掏出
一张十元的票子摔入水中，生气地
说：“爱吃什么，自己去买吧！”

相亲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亲，女

人先开口说道：“我平时脾气不太
好，经常无缘无故就发脾气，你能
忍受得了吗？”男人想了很久，说了
一句：“你能扛得住揍吗？”

打一成语
今天公司的同事出了个谜语

“剩女的恐惧”打一成语，在我们所
有人绞尽脑汁的时候，一女同事叹
了口气说道：死而无汉！

喝醉
酒吧喝醉了，拿起电话翻开电

话簿，看着这些陌生的名字，不知
道该打给谁，忽然感觉自己很失
败，不禁哭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发
现手机不是自己的。

西餐怎么拿
快要相亲了，女方约我在西餐

馆见面，没有吃过西餐的我急忙打
电话向好哥们求救，我问：“吃西餐
一般是左手拿啥右手拿啥？”

好哥们想了半天，严肃地回
答：“我一般左手拿牛排左边，右手
拿牛排右边！”

三省吾身
吾日三省吾身：1、早上吃什么；

2、中午吃什么；3、晚上吃什么。

职场百态

人生感悟

南腔北调

三言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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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镜

上周在香港，早晨发现自己尿
色深，以为水喝少了，遂多喝水。
谁知两天以后，白天尿色呈普洱茶
样深褐色，顿时手脚发软，速乘第
一班飞机回程。

下了飞机直奔中山医院急诊
室。验完尿拿到结果，把自己吓着
了——红血球爆表。医生看完化
验单和B超结果，敲敲我的后背，
问我是否疼痛，是否尿急尿频，是
否服用降压药？在得到所有答案
皆否之后，医生建议我次日去门诊
做个彩超。

回家以后，我不太放心，开始
百度问医。百度显示：尿血有可能
是膀胱癌，症状表现在耻骨疼。

我顿时觉得自己耻骨疼痛难
忍，应该是癌症跑不了了！

次日再查，一切正常，但尿血
依旧。我跟医生说：“会不会是膀
胱癌？我耻骨疼，百度说是膀胱癌
前兆。”

医生哭笑不得：“你要相信我作
为医生的专业判断。没有任何依据
以前，我不能判定你是膀胱癌。”

我又问：“要不要查个血？说不
定是全身血液病？百度上说，尿血
还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疾病，比如红
斑狼疮。你看，我胳膊上有红点！”

医生答：“我建议你在我的问
诊期间，不要打开百度、谷歌。我很
好奇，像您这样一位看起来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为什么会百度求医？”

可是，像我们这样没有医学常
识的人，身边又没有医生朋友，有病
不问百度问谁呢？

医生安慰我：“你相信我，明年
你依旧可以见到我。我会先给你
做CT增强，再考虑其他介入方法。”

我在看病期间，几乎每半分钟
就会有其他病患探头进来问话。
有一位老大爷很有趣，上来就跟医
生说：“我已经知道我得什么病了，
你给我开这个药就行。”

医生问：“你都没有检查过，怎
知自己的病？”

大爷自信地说：“我已经查过
百度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他们
都是这样治的。”

医生不得不摇头说：“看在我
每个病人只能诊断平均3分钟的
分上，求大家不要拿百度来拷问我
了。”

在做了增强CT以后，终于发
现我肾的隐蔽位置上藏了一颗小
结石。一颗忐忑多日的心终于落
地。自此，耻骨也不疼了，身上的
红点也不是出血点而是痱子了。

我一面羞愧于自己对“百度医
生”的迷信，一面在想，如果中国的
全科家庭医生全面铺开，每个社
区、每个家庭都像国外那样有小诊
所覆盖，有问题我去咨询专业的医
生而非只能咨询百度，那么，让病
患和医生都感到恐怖的“百度医
生”，会不会就此消失？ (六六)

漫画吧

朋友A的夫君除了身高，其
他都不比她高。经常有人背后说
她，结婚是心高气傲照沟渠。

人人都想特立独行，大多数
人却没有选择地受着传统社会观
念的左右。当年“剩女”一词横
行江湖，任你在职场呼风唤雨，
个人生活品质优良，甚至可能对
婚姻根本没兴趣，年龄一到，“剩
女”这顶帽子端端正正地扣在你
头上。

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在职场、
商场上掌握了更多话语权。事业
的路越走越宽，婚恋的路却越走越
窄。精明能干的大龄女青年说起
婚恋，放在头条的永远是我不可能
找一个年龄比我小，收入比我差
的，她们摇着独立的大旗孤独行进
在反传统、寻真爱的路上，一转身
还是做了传统的维护者。

如果世俗标准从未改变，她
们当然不愿意背上“将就”的罪
名。好在，“暖男”的小太阳已冉
冉升起，照耀着传统婚恋价值观
的冰山。你不必被男人的钻戒打
动，那种石头你一年至少能买三
块；你也不会被车子房子打动，

能送玛莎拉蒂的男人除了干爹以
外，少之又少。婚姻曾经被视为
女性获取利益的手段，经济独立
的女性则有义务将婚恋推回感情
轨道，你将被男人的不花钱只花
诚意的温情打动。

男人心细如发，会做家务，
事业差点儿，也可以名正言顺地
找到事业成功的太太；女人事业
成功，也可以正大光明地找一个
对自己体贴却不如自己赚钱多的
男友。“他呀，暖男一枚，每次我
出差，都提前为我的手机充满
电。”一夜之间，类似句型已成为
晒恩爱神器。

潮流就是这么不讲理，而明
星永远是潮流的先驱。如今嫁富
豪的女明星只敢隐婚，而高调嫁
人的，前有李小璐、杨幂，后有
周公子，以及还在排队的章子
怡，找的都是事业不如自己的平
常男，虽然其中真假暖男混杂，
但至少女人敢把小男人的优点拍
在桌面上，与华衣靓包房子车子
相抗衡了。

三高女们大胆向前走吧，找
个暖男暖人生！ （艾小羊）

找个暖男暖人生

一般来说，20%的高层人士的
收入，是另外80%的普通人的平均
收入的 16 倍；4%的顶尖人的收
入，则是前20%的人的16倍。这
一“80/20原则”不禁让人咋舌。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个
人或机构产生如此难以想象的巨
大差距呢？结论是：这些成功的
个人或机构，具有所在领域的制
胜优势。该原则告诉我们：能力
的微小差别，能导致结果的巨大
不同。在表现最好者和表现一般
者或表现平平者之间的差别，不
在于天赋或能力的巨大差别，而
常常是因为表现最好者能够坚持
一遍又一遍地做好一些小事。

例如，如果一匹马参加赛跑
并靠领先一个鼻子的距离而获
胜，那么，它赢得的奖金就是因落
后一个鼻子而输掉的马的10倍。
这里的问题是，领先一个鼻子的
马，比落后一个鼻子的马速度快
10倍吗？不，仅仅是领先一个鼻
子，但它换来的却是巨大的奖金
差别。

如果一个销售人员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获得一个订单，是因
为他比没获得该订单的人快10倍
吗？当然也不是。有时，仅仅是
一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导致客
户购买了一家公司的产品，而放
弃了另一家。获得订单的销售人
员，或许仅仅比失去订单的人领
先一个“鼻子”而已。而那些决定
销售成功的因素能在以后的工作
中得到积累，从而让他在收入上
把别人远远甩开。这个制胜优势
或许最终让他成为处于那前20%，
乃至前10%的人。

一旦你达到了这一小小的领
先地位，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
扩大。起初，你从人群中超出一
点点，随着自己一技之长的发挥，
你就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你做得
越好，你的成绩就会越理想。很
快，你就能在整个人群中越来越
领先。在几年内，甚至是几个月
内，你挣的钱就是那些依旧表现
平平的人所挣的5—10倍。

(博恩崔西)

领先一鼻子

百度医生

■你不要说话好吗？你一说话
就把你的智商暴露了。

■跟大多数人的关系到最后就
是：只走流量不走心。

■我的生活现状是：想过八戒
般的生活，却承受着悟空般的压力，
但只有沙僧的本事，还时不时能听
到唐僧般的唠叨。

■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
可以永远不把事情干完。

■要立志瘦成一道闪电的女生们
注意了，有种闪电叫做球状闪电……

■基本上，我现在的人生就是
每天都在解决一些有钱了就不再是
问题的问题……

■研究表明，人躺在床上，记忆
力会变差。就拿我来说吧，只要一
躺上床，就想不起来了。

■不爱你的人，把你的好脾气
看成窝囊废。而爱你的人，会觉得
你的坏脾气是有个性。

■人一定要受过伤才会沉默专
注，无论是心灵或肉体上的创伤，对
成长都有益处。

■努力赚钱，是为了不让自己
的爱情受到别人金钱的考验。

■要对自己的菜有多自信才能
让一个饭店连WiFi都没有？

■男人喜欢女人，不是因为她
说了些什么话，而是因为她肯听些
什么话。

万物皆呆萌
作者：培根君

●我国每年的粮食浪费量大
约相当于2亿亩耕地的产量，比产
粮大省黑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
多。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

●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

道，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期称，“工
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蔡昉指
出，过快的工资上涨意味着有过多
的企业会变得困难，目前可以看到
一些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
垮掉了

●现在感觉和孩子最远的距
离不是分隔两地，而是我对她说
话，她一直在玩iPad。

——《中国城市儿童生活形态
报告》显示：4—6岁的孩子中，约
53%会上网，近80%未成年人用
移动终端上网。郑州妈妈任女士
这样感叹道

●想像中这行业是陪一些年
轻貌美的少女，可实际是年过半百
的大妈。

——深圳一名刚大学毕业的
20岁青年小杨由于家中突然急需
金钱，因而在网上找了一份高薪的
陪酒工作。但工作后却发现与自
己想的完全不同，大多数的女客人
为香港的女富婆，年龄在30到60
岁之间

●我有自己的读者……但批
评家、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喜
欢我。（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已经
写了35年，但我刚开始写作时的环
境几乎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是一
只丑小鸭，永远不可能变成天鹅。

——村上春树近日对英国《卫
报》解释了自己为何几乎不读当代
日本文学作品。他说，他是日本文
学界的弃儿

人情味儿
朋友从外地回来，出车站后打

车回单位。恰好红灯，司机停下，
他盯着路的右边，自言自语：“这里
不让停车。”

朋友没有搭话，把头转向车窗
外，她看到两位阿姨站在太阳下的
路边，不停地招手拦车，但没有一
辆车肯停下——正如司机所说。

大热的天，两位阿姨满脸的
汗，她们表情焦躁，拦车的手挥动
得更快了。这时，司机忽然摇下车
窗，冲她们大喊：“这里打不着车，
不让停，你们到前面的路口拐个弯
打吧！”

两位阿姨互看一眼，再看看司
机，她们也大喊道：“谢谢啊，谢
谢！”

朋友后来对我提起这件事时
说：“我就喜欢这股人情味儿。”

我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位邻
居。那时我还在租房子，她和我住
一栋楼。她40多岁，大嗓门，爱穿
红，手里总是拿着一个购物袋，我
和她之前没打过招呼。

有一年临近端午，我出门，在
楼道里碰到她。

她抱着一捆“艾”，正抽出其中
的一根往三楼一户人家的防盗门
上插。我往下走，发现每户人家的
门上都插着艾。我以为这些人是
请她帮忙，可晚上回家时，发现我
家的门上也有艾。

我欣喜地摸摸艾的小碎叶，闻
着艾草带点药味的香，这柴米油
盐、案板上零碎葱屑似的家常劲儿
仿佛意味着我被一个城市温存地
接纳了。

我也喜欢这股人情味儿。
（林特特）

要出门的香蕉一家三代~

“万圣节就不能有点新意吗？”
——在家看恐怖片的南瓜先生

失恋的荔枝：“其实我的心里，并
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坚强……”

蘑菇一家总是赶上下雨天，所以
你总会看见他们相互遮挡着，在
树下躲雨。妈妈怕淋湿孩子，而
最强壮的爸爸，则怕淋到他的全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