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百态

微段子

他所有密码
都是我设的

小情侣们在一起的日子一般都
很甜蜜，可在破解和反破解对方的
密码时，两人之间的腹黑和小算盘
就全都暴露了。

更要命的是，不管情侣们在密
码问题上是勾心斗角还是互相理
解，最后都会对广大单身人士造成
无法估量的伤害。

虎牙Mango：每换一次密码，
都要质问对方有什么意义，打死不
相信是随便改的。

vitality：女友玩我手机问我要
密码，我说就是她生日，结果密码错
误……

是Tyra不是泰雅：我每次吵
完架都必改所有密码，哼！

Chununuy：判断男朋友是不
是真的睡着了，小声问他一句，“我
看一下你手机哦？”

肥海豚：从不向女朋友隐瞒手
机密码，包括支付宝密码，毕竟她看
到我支付宝余额的数字，就不会总
是吵着要我买买买了。

i--Penny：用男朋友的生日
解开了闺蜜的手机锁，然后我就惊
呆了。

莹莹：一次他坐在车上背着我
打开手机，不让我知道他的手机密
码，然而他背着我手机正好对着车
窗，我从车窗看到他的密码。

Fan：她的指纹可以打开我的
手机和支付宝。

晴天才会拥抱太阳：他所有密
码都是我设的！ （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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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吧人生感悟

相面
作者：谈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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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是一杯淡淡的茶

触到痛处的转发

厚礼

这两天，儿子经常说：“爸爸，你
上年纪了。”尽管我时不时地开玩笑
说岁数大了之类的言语，但儿子的
话，还是让我有些意外。他一本正
经地回答：“最近你常说我小时候如
何、如何，总喜欢说以前的事，就证
明人老了。”

是呀，喜欢说以前的事，仅仅凭
回味来生活，就说明人的心态开始
变老。

回味，实际上是总结或盘点。
人添一岁，树增一轮。人到中年，生
活的回味似乎总让人提不起精神。
对时光的牵念，就像石子“叮叮咚
咚”抖落在记忆的水面上，清脆而令
人酸楚。

周末的植物园，几位老人坐在
椅子上说话，这一张张历经风霜、布
满皱纹的脸，让我想起了董桥的话：

“扑蝶的旧梦不在，剩下的只是看山

的岁月。”一位老人说：“过两天我要
过生日了。”另一位问：“你今年高
寿？”她说：“75岁。我正为过生日
发愁呢，孩子都很孝顺，要给我好好
庆祝。人老了，还真不愿意过生日，
但我又不知如何跟孩子们说，怕冷
了他们的心。”一转身看到我，说：

“小伙子，愿意听老人说话吗？”听她
称我小伙子，我笑着走开了。

前些天连日细雨绵绵，今天阳
光照耀大地，空气清新，让人感觉心
情倍爽，在植物园里游玩的人格外
多。难怪母亲说：“无论气温高低，
如果阳光好，就让人觉得心里舒
服。这就像过日子一样。”

回味是一杯淡淡的茶，细想来，
人生如行路，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走呀走，走到自己尽力了为止；是面
对烦恼和郁闷必须要承受，硬着头
皮过内心自由的生活；是大地冰封

之中，孕育新的春天，呈现“一条藤
径绿，万点雪峰晴”的诗情；是日历
翻开新的一页，婴儿要学步，青年要
攀登，成人要奋进，老者要升华。

正想着，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
可爱的孩子在玩。孩子跑来跑去，
一下子摔倒了，妈妈刚要去扶，他从
地上爬起，又向前跑。妈妈边追边
说：“宝宝上幼儿园了，妈妈受累的
日子过去喽。”洋溢在她脸上的是幸
福的表情。

嗨，还是不想了，让我们睁大眼
睛去寻找，哪里有忙碌，哪里有温
情，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拥抱。

回味是一杯淡淡的茶。只要我
们留一点心意，加一点心思，多一点
创意，有一个好的心境，静品这杯
茶，生活就会一路花开，芬芳宜人，
愈品弥香。

（姜炳炎）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亦或是
亲情，都需要去照顾对方的感受，更
需要去尊重。千万别仗着关系好，
就对着他们毫无顾忌地撒野，肆无
忌惮地指责。因为你要明白，与你
亲近的人，不是为了找虐而来的。”
当我在网上看到这段话时，觉得这
话很在理。于是，我把这段话复制
下来，分享到了自己的微信圈。

理所当然的，有人点赞，有人
评论。有人说：伤害最深的，往往
是最亲的；有人说：我们总把最坏
的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我相
信，这样回复的人已经有了共鸣。
然而，我不曾想，就是转发的这条
微信，居然还“伤害”到了他人。

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的微
信后评论说：“说的是我吗？亲爱的，
我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时就会这
样。”我知道，这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
是心直口快，说话口无遮拦的，我也

早已习惯她那心直口快的话语，哪会
去想她的“间歇性精神病”呢？更何
况，我这只是转发的一段话而已。

晚上，和一帮朋友相聚，其中一
个朋友对我举起了杯，说：“看过了
你的微信，我知道你是写给我的，昨
天我的确是太冲动了，我为我的冲
动而向你道歉。”我知道，这条微信
又“惹”出了风波。尽管我对朋友解
释说，这只是我随意转发的一段文
字而已，可朋友坚持说我这微信就
是为他而写的，我只好从网上把这
段文字给搜出来给他看……

一条普通的微信，一段简短的
文字，但是能“触痛”一个人的心，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有
愧，因为我们没能够善待友情、爱
情或亲情，因为我们没能够顾及对
方的感受。当微信“触痛”我们内
心的时候，我们该要反思点什么
了。 （胡新华）

县文联主席姓汪，县委书记姓
汪，原文化局退休老局长也姓汪。

老局长是汪主席的本家，按辈
分，汪主席叫他大爷。

汪局长退休后，一直潜心研习书
法，在省内外小有名气。汪书记也喜
爱书法，常和汪局长一起切磋技艺，
不知不觉二人成了忘年交，汪书记把
汪局长认作大哥。

汪主席知道后喜不自禁。
一天，汪主席对汪局长说，既然

汪书记认您大哥，按照辈分我该叫二
爷了。

汪局长说，也好，你大爷退休后
没实权了，以后有事去找你二爷。

汪主席连连点头说，那是必须
的。

自此，汪主席逢人便说，汪书记
是他二爷。

这天，汪主席来到宣传部，向李
部长请示说，文联准备出一套文学丛
书，汇集本县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
作作品。李部长说，这个想法很好，
我们一块儿去向汪书记汇报。

汪书记听完二人汇报后，连声
说，县上早就应该出这样一套丛书
了，这不仅是我县近十年的文艺创作
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将是我县对外宣
传的一张名片。你们立即安排成立

编委机构，要求各部门配合，在人力
和财力上给予支持。他最后再三叮
咛汪主席说，丛书要尽快出版。

汪主席连忙表示，一定争取早日
出版，给领导送上一份厚礼。

半年后，丛书编撰完稿，交到出
版社正准备印刷，县上领导换届开始
了。听说汪书记可能要调走，汪主席
就推迟了出版时间。

换届工作结束后，丛书也出版
了。李部长征得县委领导同意，要召
开一个出版发行会。筹备会上，李部
长说，这部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
县委、政府以及各部门领导的支持，
即使有些领导调走了，我们也要把他
们请回来参加这个发行会。特别是
汪书记，是他一手策划，必须亲自去
请，到底派谁去合适？有人提议说，
考虑到汪主席与汪书记这层特殊关
系，派他去最合适。

汪主席连忙推辞。李部长很不
高兴地说，他是你二爷，你不去谁去？

汪主席说，可这部丛书，是为新
一届领导送上的一份厚礼啊……

李部长翻开书的扉页一看，发现
原名单上“策划”这一项后面，汪书记
的名字已经换成了新任县委书记的，
编委机构里面调走的部门领导也换
成了新任的领导。 （郝明森）

相遇不是巧合
无巧不成戏。电影和小说里，

时常有许多巧合。男女主角巧合地
相遇，巧合地成为邻居、同事，甚至
冤家。男主角正要向女主角道歉
时，女主角巧合地听不到他的道歉，
一直误会他。分手之后多年，大家
巧合地相遇。即使没有相遇，擦身
而过，也是一种巧合。

观众和读者质疑：“太巧合了。”
你有试过这种经验吗？你刚刚

想起一位朋友，他突然打电话来。
在时间和空间的河流里，这是

纯粹巧合，抑或是一种我们也无法
解释的心灵感应和因果关系？

男女巧合相遇、重逢，也许并不
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一种心灵感应
和因果关系。

你在许多年前见过某人或听过
他的名字，多年以后，你竟与他相
爱。回首当天，这是纯粹的巧合
吗？还是你宁愿相信当天你听到他
的名字已经是一个因，多年以后才
结果？

你曾经很讨厌某人，多年以后，
你竟与他爱得死去活来，你笑说这
是报应。这不是报应，而是心灵感
应。

世上不会有那么多巧合。分手
多年以后仍然会重逢，是因为你从
来没有忘记他，他也没有忘记你。
大家战胜了时空，再见一面。

再遇不上，因为他已经忘记了
你。 （张小娴）

区别
老婆站在沙滩上，在老公面前

不停地搔首弄姿。“怎么样？”她说，
“我减掉了一斤，你能看出我和以前
有什么区别吗？”老公捡起一块小石
头扔进大海，然后说：“海滩上少了一
块石头，你能看出有什么区别吗？”

新婚感觉
一个单身汉问刚结婚的朋友，

新婚感觉如何。朋友说：“感觉就像
坐飞机一样。”单身汉饶有兴趣地问：

“就像飞上天一样兴奋吗？”朋友撇撇
嘴，说：“你坐过飞机吗？飞机在天
上，你透过窗户看到其他飞机飞过，
想换机才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骗人的
同学A：小说都是骗人的。
B：为啥？
A：动不动女主角买张火车票

就跑了，她去哪儿买的，我回家买票
咋那么费劲。

免费为止
家里要盖房子，去砖厂买砖，问

老板：砖怎么卖的？答：看你要多
少？越多越便宜！

我想了一下说：给我装到免费
为止！

跳过去
期末考试结束后，小朱向老师

打听各科考试成绩，他很有自知之
明地说：如果哪科分数惨不忍睹，
您就跳过去。老师回答：跳，跳，
跳……完了！

中秋国庆男科惊喜连连中秋国庆男科惊喜连连：：包皮环切术援助包皮环切术援助300300元元
海口仁爱医院微创中心66796565 QQ：13516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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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炎治疗援助400元，背神经阻断术599元
地址：滨海大道新港天桥旁

●你知道分手后的日子我都是
怎么过的吗？我告诉你：我爱怎么
过就怎么过！

●以前觉得找男朋友，不要找
帅的，因为帅的花心。现在成熟了
才觉得，不能找丑的，因为丑的不仅
花心，还丑。

●我每天的工作状态很有规
律：上午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下午一
副睡不醒的样子。

●我从来不洗澡，怕水脏。
●现在走过来的是微信方阵，你

看他们左手手机，右手充电宝，身后
背着锅心灵鸡汤，胸前挂着养生秘
方，手上拿着励志经典和情感小句，
口中还在大喊：亲，给孩子投个票
吧！变味的朋友圈，你现在烦了吗？

●治得了你脾气的那个人是你
爱的人，受得了你脾气的那个人是
爱你的人。

●德国作家赫塔·米勒：沉默与
说话同等重要。沉默可能产生误
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
途，我必须沉默。

●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时间问
题，一切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

大师，
听 说 你
算得准，
算 算 我
以 后 能
不 能 当

官呗。

大学同学都当局长
科长了，我还有机

会吗？

小伙子，看面相
你可以的……

你能当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