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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镜

让书成为一盏明灯
南腔北调

读报得知，目前中国人均纸质图
书阅读量不断减少，导致实体书店日
渐式微，每年宣告倒闭的数量让人触
目惊心，连国内两大人文地标级书店
——北京“风入松”和上海“季风书
园”也未能幸免，先后歇业。究其原
因，除了网络购书的冲击，电子阅读
器的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书
的感情日益淡化，即便偶有阅读，也
多以快餐式的消遣为主。

想来也是，如今世人见面，所谈
的往往是“买了多大的房子”或“换了
多贵的汽车”之类，鲜有提及“读了什
么样的书”、“写了多少篇文章”者。
喧嚣尘世中，人们忙忙碌碌，无暇静
读，书籍被挤到了极其尴尬的边缘。
一些标榜爱书之人，也往往附庸风雅
徒有其表，真正深入阅读者寥若晨
星。有个段子说，某暴发户为了彰显
文化品位，不惜斥巨资狂购书装门

面，可笑地学着作诗，吼上几句“天
啊，他×的真大；地啊，他×的真阔；
诗啊，他×的真难”之类的污言秽语，
让人哭笑不得。

忆起儿时，对书之爱可谓纯真。
那时逢书必读，囫囵吞枣，不求甚
解。印象最深的是小学时得到一本
破烂不堪的《岳飞传》，夜阑人静时怕
被大人发现，只好蜷缩在被窝里，打
着手电筒偷偷摸摸地看。初中时住
校，从伙食费里抠出点零钱，兴高采
烈地买上一两本《佛山文艺》之类，看
得不亦乐乎。其时读书，沉浸墨香，
身心愉悦，难以言喻。参加工作后，
人浮于事，阅读量锐减，许多好书束
之高阁，令人感同身受清人张潮所说
的箴言：“藏书不难，能看书为难；看
书不难，能读为难。”

当今人们疏于读书，除了受俗
事羁绊，大概也跟认为读书无多大

用处有关。其实读书何尝不是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学大师
叶曼说：“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
或是美丑，若想风采翩然，言语隽
永，唯有读书。一个人三日不读
书，便会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可
见，读书是滋养心灵，提升气质的
一剂良方。墨自香人，无需花伴；
书能雅身，不必妆容。

有人认为，读书是世界上最便宜
的事，因为花上点小钱，只消几天工
夫，读到的却是别人殚精竭虑完成的
作品，所以，何不走进书店沙里淘金
呢？英国诗人黎里说：“书房里摆满
书籍远比钱包里塞满钞票要好。”不
妨买上几本书，偷得浮生半日闲，在
子夜的书房，让馥郁芬芳的醉人墨
香，成为一盏照亮我们智慧的灯，我
们修养的灯，我们精神成长的灯。

（曾令洋）

让人喷饭的节奏
记得有次中午和同桌去食堂吃

饭，一不小心咬到舌头上了。我：
“啊！”同桌：“怎么了啊？”我疼的实
在说不出话来，指了指桌子上的饭，
又指了指我的嘴，往地下吐了点血
……这货当时居然大喊道：“大家都
别吃了！菜里有毒！”当时吓得我喷
了他一脸……

经验之谈
找工作的时候怎么才能加分？

得让老板从简历上就能感受到你很
厉害，可以加这句话：“工作四年，但
加班让我拥有了六年的工作经验。”
你被录用的几率将骤增。

学习忘我的精神
儿子：“妈妈，今天老师表扬我

了。”
妈妈：“表扬你什么？”
儿子：“表扬我学习有忘我的精

神，我忘记做作业了。”

正在写字的粉笔断了
一回上数学课，一同学叫吴琼。
她逃课了，她叫另一名同学帮

她答到。
这名同学上数学课时又睡觉。
老师正讲到：“大家注意啊，取

值范围是零到无穷大。”
这时那睡觉的同学，立马站起

来，回应了一声声音还很大的“到”。
瞬间老师正在写字的粉笔断了。
全班大笑。

邀请
老家的好友问我：“明天我孩子

满月，你回来看看不？”我说：“不用
了吧，我在朋友圈已经看了他一个
月了。”

互联网思维
根据我的喜好，媒婆安排了一个

姑娘和我相亲。没想到见面时，媒婆还
带了另外3个女孩过来。“这怎么回事？”

“哦，这几个是你可能感兴趣的人。”

马上烧给你
昨天接到一短信，让我速把钱

汇入农行一账号。我回复说：别急，
我马上烧给你！

太有爱了
有一次手机坏了，修好后刚开

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了，一
开口就说：“你电话咋一直关机？我
都打了一个下午！你干啥去了？一
个小姑娘在外地上学都不知道随时
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
心吗？”我弱弱地问：“你是谁啊？”那
边中气十足地说，“我是快递，到北
门取快递，快点儿！”

方法很重要
晚上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猛吃了

一顿，结账时我说没带钱，经理叫来
保安威胁我：“赶紧买单！没钱就把
你留在这儿，给我们当服务员。”我
转身质问经理：“那刚才我来应聘为
什么不直接留下我？”

这马屁拍的
一哥们上班迟到，领导非常气

愤。哥们说：“不好意思，睡过头
了。做梦梦见开会，您在作重要讲
话，觉得特精彩就多听了一会儿。”
领导瞬间气消了。

每天下班，我喜欢沿着一条
山路漫步回家，不为别的，只是走
在山间小路，似乎可以离喧嚣远
一点，于心灵，离宁静又近一步。
直到在路旁，看见一块不起眼的
石头上，刻着“静心超然”四字，心
灵不觉为之一颤，那是何其高的
一种人生境界啊！而能达到这个
境界的人，又何其少啊！

这时，我想到我的两个朋
友。阿明是生意人，为了赚钱，起
早摸黑，也曾挖空心思推销商品，
后来终于富甲一方；而阿林却是
个书生，闲云野鹤一样悠哉生活，
谈论当中不是云就是月，不是花
就是雨，很是诗情画意。大家都
说阿明是个俗人，钻在钱眼里，而
阿林如超然世外的诗人。

可是，好景不长，阿明的公司
破产了，和妻子也离婚了。阿明
可谓是从云端一下子跌落谷底，
看尽世态炎凉。但阿明毕竟是聪
明努力之人，通过几年的打拼，重
新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步入
正轨。前几日，偶然间见到他，我
大吃一惊，他变化太大了，以前的
他忙于追逐名利，不是应酬就是
打牌，而现在的他，竟戴着草帽，
坐在老家的池塘边垂钓，一钓就
是一个上午。阿明说他如今喜欢
有空的时候就回老家，听风吹过

稻田的声音，看阳光在林间起舞
……阿明说，那是大自然悉心创
造，用来洁净我的心灵的。经过
富贵到贫穷，他已经看透了很多，
人生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
西。从此，他逍遥山水，纵情自
然，而回到老家，心里会感到一种
空灵的宁静，一种很美的感觉。
我想，其实，那就是真正的静心超
然吧！

而见到阿林，他闲云野鹤的
生活结束了，今年大牛市的到来，
周围的人都欢欣鼓舞地进入股
市，阿林终于也开户炒股了，他的
眼里看不见云和月了，只看见股
票上的红红绿绿，他的心也不再
淡定从容了，总随着股市的涨跌
而起起伏伏，阴晴不定。特别是
六月份的大跌，让阿林一下子颓
废起来，逢人便哀叹：“半年的工
资就这样没了！”跟以前那种不食
人间烟火的样子截然不同。每次
我也会安慰他说：“还是会升起来
吧！”心底却替他生出了一丝悲
凉，到底是表面的超然世外啊！

也许，真正的静心超然，那是
心灵的一种宁静，能够“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能抛却世间名利，
能听见自己心泉流淌的声音，于
灵魂深处，寻找淡泊宁静的人生
境界！ （温梅莉）

今天刷微信，看到一位大学
老师在群里问：“大家说说应该怎
么惩治那些抄袭论文的学生？”有
条回复让人忍俊不禁——“给他
打59分”。看完我不得不佩服那
位网友的睿智，是啊，有什么比

“差一分”更让人哭笑不得而又无
可奈何的呢？

记得一位前辈跟我提起过，
他当年参加司法考试，也是差了
一分。后来毕业进入国企，虽然
专业不对口，但工作稳定，没什么
太大压力，就没再考了。现在十
几年过去，时常回想起来，还是觉
得后悔。他坦言，太早放弃所学
专业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如果
当初他能再努力一点，补回那“一
分”，或许，他能闯出另一番新天
地。前辈的故事发人深省，在惋
惜唏嘘之余，也让我陷入沉思：一
分之差，有时差的不只是分数，更
是一股坚持、一种毅力啊！

有人说“只要站起来的次数
比跌倒多一次，你就能成功”，言
简意赅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成功
的真谛。有的人跌倒了没有再爬
起来，于是，便只能在原地打转。
唯有那些付出“多一分”努力，“多

一次”尝试的人，才有可能跳出禁
锢，向前迈进。

其实，我们都知道世界上能
称之为“天才”的人是极少数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平凡人。但是，
同样是平凡之人，为什么有的人
能有所建树，成为人中翘楚，有的
人却碌碌无为，一生甘于平庸？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对待困难挫折的态度。人生如大
海行舟，不可能一帆风顺，当遇上
风浪时，是选择“多一分”勇气直
面艰险，还是选择“少一分”挣扎
随波逐流，就决定了人生之舟的
航向，行驶轨迹也就因此而变得
不同了。

古语有云：差之毫厘，失之千
里。每一个困境都是一次选择、
一种考验，我们可以用“多一分”
的坚韧毅力往上做加法，也可以
用“少一分”的逃避心理向下做减
法，最终，当我们交出人生答卷
时，众多“一分”积蓄的能量会将
我们推向何处，犹未可知。但我
相信，无惧艰难，用心把握好“每
一分”，一定不会留下“一分之差”
的遗憾。

（斯言）

俏皮话

●有时候股票就跟媳妇一
样，都是别人的好。等你离了婚
娶了别的媳妇，你会发现一个
样。回头一看，那位被你抛弃的
前妻却花枝招展动人心醉。这就
是命啊！

●对于跟女友逛街的男人
们，所有的店铺在他们眼里只分
两种：有凳子的和没凳子的。

●每次看完彩票开奖，我都
会默默地对自己说：好险好险，差
点儿就成了万恶的高富帅！

●老妈坚决不许我绝食减
肥：你现在胖点别人只是认为你
吃得多，万一你绝食还胖，这不是
得怪父母遗传吗？

●一同学是学医的，选择法
医专业的理由是：至少医患关系
比较稳定……

●娶了一个明媚的女子，不
倾国，不倾城，倾家荡产。

●真搞不懂有些男人的想
法，他们开车时大大咧咧打电话
发短信，好像有许多条命一样，但
是玩电脑游戏时却全神贯注连句
多余的话都没空说，好像只有一
条命一样。

●幸福像花儿一样的意思就
是：迟早会谢的，除非是假的。

●谈论别人的缺点，你是小人；
谈论人类的缺点，你就变成哲人。

●时间是检验爱情的唯一标
准，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
折腾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票
房是检验电影的唯一标准，粉丝
是检验名博的唯一标准。

网络疯传搞笑语录

1、本人口儿重，拟禁绝可乐，
改喝急支糖浆。

2、打算理发了，甩刘海甩的
我脖子都崴了。

3、得知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
心了。

4、一失足成千古风流人物。
5、贵人们和我们的区别就在

于，他们走红地毯，而我们走斑马
线。

5、“如果你老婆和你情人同
时掉进水里，请问你是再找一个
丰满型的还是娇小型的？”“还找
不会游泳的。”

7、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
消灭富不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

8、今天你醒来，枕边躺着一
只蚊子，旁边有一封遗嘱：我奋斗
了一晚，你的脸皮厚的让我无颜
活在这个世上。主啊！宽恕他
吧，我是自杀的！

9、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
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

10、别老问别人为什么不愿
意理你，不愿意跟你说话，因为太
稀罕你而不愿意搭理你现实吗？
你信吗？

11、能做到“三思而后行”的
人不是因为他又聪明又理智，而
是他怕轻而易举的被别人骂他妈
和他大爷。

12、我觉得全世界的熊全都
一个熊样。

13、不用怀疑，我就是你梦中
的穷人。

14、伯母你好，我是你儿子的
男朋友。

15、明骚易躲，暗贱难防。
16、说吧，你是想死呢还是不

想活了？
17、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看

岁数。
18、上帝肯定会原谅我的，因

为那是他的职业。
19、脸先着地，无力回天。

静心超然

一分之差

当妈不容易

幸亏有文字说明

毫无违和感

论减肥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