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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谁在一起

南腔北调

哈哈镜

红绿人生随想曲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0896100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澳门牌具
海南唯一一家十年信誉老店，新货不断
敬请关注。汽车西站：13518888818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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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87597776

江苏干鸡粪（农家宝）18889870855
鸡场自产自销，免费试用，征代理商

鸡粪、羊粪、生物肥、各种复合
肥、氨基酸、冲施肥。诚招有经验
仓管员。业务员: 13807665420

千叶牌具
牌具批发麻将程序扑克透视眼
镜牌九海口南站18889991998

港澳牌具
最新自然光透视眼镜。手机软件麻
将机程序。高铁东站13518888058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8版

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温馨）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89995651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228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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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三亚13976599920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五指山18689861608
儋州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广东牌具
最新自然光透视眼镜，程序安装，麻将必
胜合作。海口东站 13976663306 老张

空调家电家具
13158990058

特
高
价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999795

我司文昌东路一个370亩的荔
枝地及一个猪场对外转让，有意
请来电 18789776695 张女士

转让
广通速递琼海市代理权转让
或合作,电话 15120718388

生活用纸加工厂转让
现生产中，品牌运营好，公司，生产设
备，箱式货车一起转让。13519885820

老爸茶转让
蓝天路 56号，1080m2，设备齐全。18976306009

高升
甲：听说你调职了，高升了吧？
乙：算吧。之前我只看管一间

小小的办公室，现在调我去大门那
里，看整个公司。

两碗拉面
我：“吃点啥好呢……我想吃

拉面，你吃啥？”
吃货：“跟你一样就行。”
我：“哦……服务员，点餐！”
店员：“您想要点什么？”
我：“两碗拉面。”
吃货：“一样，两碗拉面。”
我：“……”

医生的话
一哥们儿去医院看病，医生告

诉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
很气愤地抱怨：“什么都不能吃，
还让人活吗？”

结果旁边一男子幽怨地说：
“知足吧，医生告诉我，想吃点啥
就吃点啥吧。”

朋友阿阳是爱尔兰足球队的
超级粉丝，绿色是爱尔兰球迷的
至爱，象征着勃勃生机。这天，
他穿着醒目的绿球衣，洋洋得意
地走上街头，正准备与朋友合
照，忽然有人冲过来喊打，并说
绿衣是造成股市下跌的“元凶”。
真冤！他连滚带爬，脱去球衣，
才算了事。网上还有一则笑料：
证券交易所有位女职员穿着绿色
裙子，竟被股民大骂，经理见势
不妙，马上责成其换成红裙。

当绿屏闪烁、寒流来袭时，
人们不寒而栗，如坐针毡；而当
红屏闪烁、大盘飙升时，微信上
闪满红旗招展、礼炮齐鸣的“表
情”，老同学志永还配上诗：“暖
风习习吹，红旗迎风舞；横扫股
海霾，久旱逢甘露”，像中了大奖
般喜气洋洋发来的宴请信也接二
连三。

有哭有笑，有怨有喜。绿与
红，跳着旋转舞刺激着人们的神
经……看着忽上忽下动荡不定的
股市，我忽然联想到人生跌宕起
伏，不也如此吗？

炒股抓机遇，人生需把握。
一位在大牛市高位全抛的朋友阿

文来电，掩饰不住心中喜悦，滔
滔不绝地大谈股经：“到过非洲大
草原了吧？斑马若不想让狮子吃
掉，就得跟在狮子后面，它上你
就上，它退你就退！这就是与庄
共舞的炒作策略，庄家买入我买
入，庄家踢炮我走佬。”可不是
吗？大盘飙升时空仓，就失去机
会；下滑时不斩仓，就功亏一
篑。同样，人生也充满着机遇和
挑战。机遇是通向成功之门，可
遇不可求，稍纵即逝；而命运靠
自己把握，读书、就业、创业
……每个阶段都不可“空仓”。正
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抓住人生机遇，就是抓住了成功
和幸福。他接着又告诫说：“一群
斑马中掉队的就成了狮子的美
餐，因此，大盘下跌时千万不能
当走在最后的一只……”人生还
不一样？顺利时乘势而上，争占
鳌头；挫折时沉着应对，免遭末
位淘汰。

股市有涨跌，人生有得失。玩
滑翔伞的朋友阿东感慨地说：“股
市就像玩飞伞，起飞并不难，但玩
得好坏就看着陆的水平了。我几次
摔得鼻青唇肿，得了滑翔伞恐惧

症，再也不敢玩了……”股市唯一
不变的就是时刻都在变，此起彼
落，有亏有盈，升升跌跌，翻红翻
绿。人生同样如此，有顺有逆、有
喜有悲、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买
股要有抗跌的心态，人生要有不败
的勇气。股市下跌不可能击败你，
击败你的是你自己；人生逆境不可
能击垮你，击垮你的也是你自己。
西汉著名大史学家司马迁因敢于直
言而触怒了汉武帝，身受“宫
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他
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毅力，忍受残
体的折磨，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史记》，被称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名垂千
古！电影《英雄》中有这么一句台
词：“剑法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
剑，心中有剑”，由此我想，炒股
的最高境界也应是“目中无股，心
中有股”，无论翻红翻绿，不以涨
喜，不以跌悲；人生亦然，“宠辱
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得之泰
然，失之淡然。

浩渺天地，人世沉浮，如股
海闯荡，股赢必先心胜，功成必
先练心。 （袁若霞）

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

李嘉诚的司机给李嘉诚开
车三十多年，准备离职时，李
嘉诚看他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
年，为了能让他安度晚年，开
了二百万支票给他。司机说不
用了，一两千万还是拿得出来
的，李嘉诚很诧异，说你每个
月工资只有五六千收入，怎么
能存下这么多？司机回答说，
我开车您打电话时说买哪个地
方的地皮，我也会去买一点，
您说要买哪只股票的时候，我
也会去买一点股票，到现在，
也有一两千万的资产了。

这真是：跟着百万赚十万，
跟着千万赚百万。一根稻草不值
钱，绑在白菜上，就是白菜的价
钱，绑在大闸蟹上就是大闸蟹的
价格。跟着苍蝇进厕所，跟着蜜
蜂觅花朵，跟有眼光的人在一
起，你也就渐渐有了眼光；跟糊

涂蛋在一起，不过是又多了一个
糊涂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环境很重要，耳濡目染
对孩童重要，对成人一样重要。
据科学家研究，人是唯一能接受
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
人的情绪产生良好的影响，激发
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
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

像万有引力一样，人都是有
惰性的。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
起码会想到要跟上，和消极的人
在一起，你只会坐滑梯，越滑越
低，使你颓废，一蹶不振。

都说人生有三大幸事：上学
时遇到一位好老师，工作时遇到
一位好师傅，成家时遇到一个好
伴侣。你是谁？这是一个很抽象
的哲学问题。你跟谁在一起，却
是很具体的现实问题。美好的心
愿，会成为一种动力，塑造你的
形象，决定你的人生。

（羊白）

你的朋友圈
关注上司吗？

微信朋友圈里，如果看到上
司热衷分享一些心灵鸡汤文章，
身为资深网民的你会不会有点赞
或转发的冲动？有人真的因为受
不了鸡汤文，受不了刷屏的频率，
屏蔽了上司的朋友圈。

洪霟：我过去一位上司也经常
这么干，我从不点赞，也不留言，只
是每天坚持发更多的无厘头笑话，
他发一条鸡汤，我发十条无厘头，
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把我拉
黑。顿时，这个世界清静了。

煎蛋：这种事情，我也遇到
过，我就立刻转发上司的文章，再
加上一个“！”之后很快我就加薪
了，9月份要升职考评，估计也没
问题了。

cream：60后发鸡汤，80后
转星座，都一样。 （戎华）

聪明的父亲
有一个年轻人要结婚，筹备

婚礼的时候他实在忙不过来，就
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我朋友们
的电话，麻烦你通知所有的人，
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好的，儿子。”父亲欣然答
应了儿子的请求。

婚礼如期举行，但这天儿子
却气愤地来找父亲了：“爸爸，我
不是让你通知我所有的朋友吗？”

“是啊，儿子，你所有的朋友
我都通知了。”

“可我给你的名单上是50人，
为什么今天我只见到了15人呢？”

“我的确通知了所有的人，一
共 50 人。每个人我都是这么说
的，说你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
现在有麻烦了，需要他们帮忙，
请他们今天到这里来一趟。所
以，儿子，你就不用着急了，你
的朋友都在这里呢。” （西梅）

●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重
要的事情都是由那些在看起来没
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仍然不断努力
的人完成的。

●我的女友总是问“我以后
要是变成丑八怪，你还会爱我
吗”，好想告诉她：你现在也没好
看到哪去啊！

●可以晚起的人都是幸运
的，需要早起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不要试图去解读一个女
人，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
底在想什么。

●运气就是机会碰巧撞上了
你的努力。

△我们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抢
生源。我们就在学校等，来就来，
不来拉倒。

——济南中招办公布名单显
示，山东蓝翔技校今年生源严重
不足。与蓝翔明显遇冷相映成趣
的是，校长荣兰祥针对抢生源问
题曾这样表示

△申不申遗，叉烧包就在那
里，味道自己会说话，但背后对美
食的认真劲不能丢。

——广州人大爱的叉烧包入
选越秀第四批区级非遗，有网友
这样指出

△通过幻想，孩子能够宣泄情
绪，这是他们驯服野兽的最好方
式。

——图画书大师“莫里斯·
桑达克童书插画展”日前在国家
图书馆举办。他当时获得凯迪克
奖后如此谈起怎样通过共鸣化解
孩子的不良情绪

△中国人还真是充满了种植
天赋。

——中国留学生的父母将耶
鲁大学校园的荒地开发出来，发
展成一块块菜园，种满了韭菜、
香菜等美国百姓闻所未闻的蔬
菜。这种做法得到了校方和外国
媒体的一致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