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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预计
到2050年，全球海洋中的塑料垃
圾重量将超过鱼类。

——塑料是当今使用最广泛的
材料之一，英国艾伦·麦克阿瑟基
金会近日发表报告如此警告。而避
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幅改善垃
圾回收设施，增加回收率，避免垃
圾流入海洋

●出租车司机禁止穿短裤，需
要身穿衬衫、黑色牛仔裤或西装裤
并系上腰带。要尽量保持乐观、积
极的态度，禁止同乘客聊足球、宗
教、政治等话题，避免争论。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从近
日起出台新规，旨在整顿出租车行业

●空气污染成全球最“致命威
胁”，每年导致330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最
新空气质量警报，持续恶化的空气
状况使全球的卫生医疗服务面临严
峻挑战，各国政府也将因此蒙受巨
大的财政损失

●雇主不但知道你在给谁发信
息，而且还有权知道你在写什么。

——“你在给谁发信息？”如
果是你的老板在问，那么一项新的
裁决意味着，在欧洲，你不能再用
一句“抱歉，这是私事”来回答
了，因为欧洲人权法院日前规定，
雇主可在工作时间全程监控雇员

●那些网上说“现在就是没规
矩”的人，多半是张嘴“你丫”闭嘴
“傻×”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老北京
人说的“不能一嘴炉灰碴子”是最基
本的规矩。多少北京孩子（包括我）
和同类说话必须带“丫”，否则就不
亲切。但我清楚地记得我认识的北
京老人都很不喜欢、很讨厌孩子这
样说。老人们很反感地说：“反正我
们小时候北京人不这么说话。”

——相声演员徐德亮如是说
●华人圈有钱的人特别多，非

常容易迷失，真的奉劝家长如果想
让小朋友在国外深造，最好15岁之
前送出国，当一个孩子稍微拥有了
成熟的价值观，进入叛逆的年纪，他
会觉得不融入，会只跟华人玩在一
起，很难真正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
学有所成。

——10岁就移居加拿大的吴
亦凡说

职场百态 专属红包
小王跟万主任去上海出差，办

完事后，两人去逛商场。小王看中
了一条丝巾，想买给老婆，可是钱
不够了，就向万主任借了两百块
钱。万主任说，到时候通过微信红
包还他就成，快过年了，他给别人
发红包也要用，这样省得他再去学
用微信充钱了。他们部门为了工
作方便，建了一个微信群，有时候
也玩抢红包的游戏。

这天，小李一进入微信群，就
发现有一个晃眼的红包，赶紧抢，
拆开后却吓了一大跳，整整两百
块。回过头来再看红包，才发现自
己抢错了，红包上明明写着：万主
任专属红包。这时，小王发了一条
信息：小李，红包是给万主任的，我
们去上海出差，我借了万主任两百
块钱，你赶紧发个专属红包，转给
万主任吧。小李立刻照办。

晚上回家，小李跟老婆说起这
件事。老婆说：“你信小王的话吗？
马上就过年了。”小李问：“可小王要
是想送礼的话，直接送不就得了，干
吗发微信红包呢？”老婆沉思了一下
说：“微信抢红包是个游戏，直接送钱
就是违法。”呵呵，道理原来在这里
呢。小李恍然大悟，赶紧比着葫芦画
瓢，也给万主任发了个专属红包。

临睡前，小王又看了一眼微信
群，发现红艳艳的一片，全是小伙伴
们给万主任发的专属红包。小王赶
紧晃醒老婆，两人研究了半天，才搞
明白原因所在。“怎么办呢？”小王
问。老婆说：“没法子，咱也不能落
后啊，赶紧再发一个万主任专属红
包。”小王挠了挠头，说：“不行，不能
再发了，我再拿两百块钱当面还给
万主任得了。”老婆想了想说：“对，
是不能再发了。” （田杕）

漫画吧

徒步走天下
作者：苏拉基（意大利）

人生感悟

爱情中先醒来的人
亦舒说自己前偶像是关之琳，

后来改成戴安娜。因为什么？太
能干了。“她居然够胆在健身室楼
梯口等那位四十岁的英俊独身富
商下来。大眼睛脉脉地微笑，开口
问：‘一个女子要做些什么才能使
阁下请她喝咖啡？’”

虽然已经与查尔斯离婚，依然
保留威尔士王妃的头衔，却如此大
胆，超乎世人想象。记者惊叹，“如
此陈腔滥调”，可是，居然令她成功
了。“温莎氏高估了她的美貌，低估
了她的智慧。”

《老友记》里茱莉亚·罗伯茨客
串钱德的同学，两个人偶遇，谈笑
间，她轻触他的臂膀，临分手之际，
低声问：“我还要触摸你多少次，你
才能开口约我出去呢？”从未想过
有此艳遇的钱德大喜过望——虽
然后来的剧情是她为了报四年级
结下的仇，但这句话从一个美丽的
女人嘴里说出来，如何会有男人不
动容？

很多西方女子身上蕴藏着巨
大的能量与活力，她们以女性的
温柔和婉约，强势地争取着自己
想要的东西。而在我们这里，却
总是把表白、主动、勾引，视为

丢人的事情。
网上我教一个女孩要主动和

自己喜欢的男人寻找共同话题，她
却说：“这些都要我主动去找他
吗？会不会不好，我怕他会反感，
可不可以先冷淡他一段时间，看他
会不会主动来找我？”

爱情总得有个由头，就像一件
毛衣，总得有个人起头开针，然后
才能一针一线织下去。尊贵的王
妃都能自己开口要一杯咖啡，你老
实巴交的，只能看着爱情与自己擦
肩而过。

爱情中主动，和爱情中耍心机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总想在情感
关系中占据上风，只喜欢被动承受
的人，其实都是内心缺乏勇气和自
信。女人的强大不代表强势，而是
敢于争取和表达自己的感受。

不要再纠结了，“我喜欢他，可
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有多
么简单的答案啊，谁喜欢，谁主动。

先喜欢上的那个人，是一段可
能发生的爱情中最先醒来的人，而
先醒来的人，就有义务去唤醒尚在
沉睡中的另外一个人。

这是爱情的使命，与男女性别
无关。 （晚睡姐姐）

哈哈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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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那个“香”啊……

父亲
父亲节那天，交通广播出了一

个和父亲有关的互动题：是先有的
父亲还是先有的儿子？结果一个几
岁的小朋友的回答雷倒一片：“没
有我时，他当了三十多年的儿子，
这几年有了我，他才当了爸爸！”

坚持
老婆：你长这么大有什么事情

可以一直坚持下来？
老公：每天都给手机充电。

不管闲事
地铁站看到一男孩，拼命吃巧克

力。过了一会儿，我就跟男孩说：“小
朋友，巧克力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

男孩轻蔑地看我一眼，说：
“我太爷爷今年103岁了，你知道
为什么吗？”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因为
吃这个？”

男孩回答：“他从不管闲事。”

沟通之道
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没有什

么事是不好商量的。比如今天我老
婆骂我：“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
事！”我平心静气地说：“你应该多
想想我好的一面。”我老婆果然接
受了我的建议，说：“你看看你干
的这些好事！”

肯定与否定
语文课上，老师说：“语言有

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现象，但没有
双重肯定表示否定的现象。”

这时，教室角落里传来一个声
音：“是啊，呵呵。”

马上到过年了，可我连一点点年
的味道都没闻到，准确地说自打我离
开家乡，这十几年就再也没闻到过
了。那是一种浓浓的面香、油香、肉
香中夹杂着忙碌和期盼的味道，提前
一个多月就弥漫在北方的大街小
巷。而这个时候的我们家，一定已经
被妈安排了满满的日程。

先是大扫。知道怎么扫吗？一
定要用新买的扫把从客厅的大梁扫
起，每个角落，每个空隙都要扫到，扫
完房子，就开始大擦。所谓大擦是把
家里的所有瓶瓶罐罐用过的没用的
统统擦洗一遍。扫房子这等大活肯
定没我啥事，但大擦就是我最最痛苦
的时候，每当这时，我就特别想生病，
偷偷祈祷让我病吧、病吧，只有这样
才能逃避此等“酷刑”呀。大擦过后
就是大洗。窗帘、门帘、被单、床单，
所有能拆的能洗的全洗一遍，洗完就
基本快到小年了，这时最隆重的大做
开始登场了。

记忆中妈妈最拿手的是风鸡，这
是我家每年最热门的一道菜，一早爸
从市场买回漂亮的公鸡，羽毛要丰满
发亮的那种，在人鸡激烈的搏斗中把
鸡的肠肠肚肚一股脑的掏空，妈迅速
地把炒熟的盐、花椒、草果等装进鸡
的肚子，随后再把鸡头、爪子一并塞
进鸡翅下的小口，最后用结实的绳子

把它周身捆结实，留下一个长长的扣
挂在北屋外的铁钉上，这时雄壮的小
公鸡就变成了一只羽毛大粽子，傲立
在北风中。每想到风鸡褪去花衣端
出大笼的香味，我口中的琼浆就不断
地涌动，百转千回，真是少有的人间
美味呀。一辈子少有下厨的老爸，每
当这时也会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酱肚。这等大件，清洗是最繁杂的工
艺，老爸不走寻常路，不知是自创的
还是学来的，用二斤玉米面倒进新鲜
的肚中，来来回回地揉搓，好似在还
原胃的蠕动，让玉米渣渗透到整个角
落。现在，每当我喝玉米糊的时候，
这个场景总会浮现出来，我想它在我
的胃中大抵也是这个样吧，此刻不禁
感慨，人类也不过如此，一副皮囊而
已。如此反复几遍，再用水冲洗，玉
白的底色便显现出来，上锅、倒油、炒
糖、加料、添水，不一会儿满屋飘香，
它可不是出锅就能吃的，一定要放到
窗外冻上一夜后，和着冰碴切成薄薄
的丝，洒上细细的蒜苗，喝一口热酒，
夹一筷肚丝，怎一个香字可以形容
呀。回想一道道家传美味，仿佛又回
到了团圆的桌上，香嫩的风鸡，油光
发亮的猪脚，酱紫色的牛腱，一圈一
圈捆肘子，用几十种食材勾兑的杂半
汤，还有千姿百态的各式油果，还有
爸妈给的压岁钱。如果运气好还能

吃到饺子里包的金元宝，穿着新衣，
吃着小儿酥，站在雪地上看着一串串
鞭炮在飞舞，震耳欲聋的响声伴随着
我们的笑声，又怎一个“美”字能比。

岁月如梦，转眼当年的年味已不
复存在，而今，走近超市随处可见各
种做好的美食，快餐式，几分钟即可
上桌，可再也不想念，再也勾不出味
蕾，再也闻不到年味，筷起口入，只是
吃了，吃得索然无味，这也就是这一
时代的产物吧。“快”，快到没心静下
来看一本书，没心静下来翻一份报，
不是吗？君不见，互联网金融将取代
实体网点，闪婚、闪离无所畏惧，真的
会吗？我想应该不会，至少我不会，
我会花点时间，精心挑选几个能陪我
慢慢变老的好友，三年五载，细心呵
护，携手相伴，天好的时候一起爬爬
山，骑骑车，品品茶，聊聊天；我还会
回到家的时候关掉手机，陪着女儿一
遍遍地玩过家家；我还会把年少时的
梦想一件件拾起，一点点完成，哪怕
久远一些，但至少此生不留遗憾。当
然，我还会认真规划一个最好的未来
状态，就是当我的本事配得上我的情
怀的时候，既可以脚踏实地，又可以
仰望星空，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把这
一世心中所有的幸福，从容不迫地娓
娓道给人听。 （姜杰）

整齐与变化
有一个朋友，到纽约研究都市

规划，在他学成返国之前，我问他：
“纽约市最成功的设计是什么？”

“是那条斜斜的百老汇大道。”
我十分不解：“大家都认为横

平竖直、棋盘式的街道最好，你为
什么反而欣赏那条斜斜的大道呢？”

“因为斜路从棋盘中穿过，会
造成许多三角形的地区，譬如时代
广场、华盛顿广场，不但造成建筑
的多样变化，而且形成特别的聚落
与文化景观。”

我又接着问：“那么纽约街头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又是令我惊讶的答案。他说：
“是街头表演的艺人、卖小吃的摊
贩和第五大街的马车。”

“这些都是可能造成脏乱的因
素，你为什么反而特别喜欢呢？”

“因为一座大城市所要表现
的，不只是现代，还有古典；不仅
是繁华，还有悠闲；不单是整齐，
还有变化。如果一座城市只有整齐
与漂亮，却缺少它特有的气质，绝
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

“这么说，如果由你来参与国
内的都市建设，你一定会鼓励摊贩
的设置了？”我说。

“不！我会先严加管理，因为
先要求整齐，才能由此要求变化。
整齐中的变化是变化，变化中的变
化，却可能是杂乱。” （刘墉）

●当你决定改变，那么最困
难的一部分已经结束。

●别去打扰一个不愿意理你
的人，因为他心里那个最重要的
人不是你。

●你不先对自己狠心，全世
界就会对你狠心。

●现代语：吓死宝宝了。古
语：妙哉此言，足堪唬弄婴孩。

●现代语：和你聊不到一块
儿去。古语：井蛙不可语海，夏
虫不可语冰。

●现代语：有钱就任性。古
语：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不适合的鞋子，就不要硬
塞了，因为磨的是自己的脚。

●我每日三省吾身：脱单了
没？脱脂了没？脱贫了没？

●人生都要遇见四个人：第
一个是你爱但不爱你的人；第二
个是爱你但你不爱的人；第三个
是你爱又爱你但最后不能在一起
的人；第四个是你未必爱但最后
在一起的人。

●和喜欢的人说话时那种小
心翼翼，一字一句都像在掰蚊香。

●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陪
你喝醉的人注定没办法送你回家。

●弯腰的时间久了，只会让
人习惯你的低姿态，你的不重要。

●很多最重要的事情，大部
分都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才决定
的，而是通过“不管了”决定的。

装备齐全去旅行
作者：米可米洛夫（乌克兰）

走遍全球
作者：阿里佐（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