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尤怡芗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
船，一不留神就倒霉。

小时候到同学家去玩，同
学妈妈给我一块大白兔奶糖，
并且亲手扒开糖纸放到我嘴
里。第一次吃大白兔奶糖，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为表达激动的
心情，我大声说了句“谢谢阿
姨”。说时迟那时快，奶糖“哧
溜”掉进嗓子眼，一不留神咽了
下去，大白兔奶糖到底什么味
一点没有尝到，心疼后悔得我
一晚上没合眼。

放学的时候我用五分钱买
了一根奶油冰棍，边走边吃边向
同学炫耀，一不留神被绊了一

下，那甜丝丝、香喷喷、带着我口
水的奶油冰棍没拿住，顿时“吧
唧”掉在地上，瞬间溶化在泥土
里，我恨不能趴到地上去舔，敢
情是土地爷爷想吃冰棍了。

第一次学着缝扣子，手忙
脚乱地把扣子缝上，忙向母亲
邀功，得到表扬后开开心心上
床睡觉。晚上被蚊子咬得睡不
着，起床乱打一气，折腾了一
夜。第二天才发现，原来一不留
神把针落在床上，扎在背心上，
一晚上是被针“咬”了。

完成作业心情超好，终于
可以玩了，一手扶着床头，一手
扶着桌子打秋千，兴高采烈地
哼着小曲，却一不留神摔了个

“狗啃泥”，下巴颏儿碰在水泥

地上，立马皮开肉绽，鬼哭狼
嚎，然后被姐姐背到医院缝了
五针，回家后在床上躺了一个
星期。五针啊，血的代价，从此
知道了什么叫乐极生悲。

外地一个好朋友结婚，我
有事去不了，答应把份子钱汇
到她卡上。到银行自动存款机
汇钱，存了两次都被告知“请把
未识别的钞票取回”，哼，存款
机以为我没钱跟我较劲是吧？
我就不信了，一咬牙，把身上带
的大钞全放进去了，结果这次
一张钱也没有退出来，一不留
神当了回大款，可这个月的生
活费谁给我呢？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做人
做事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文／于永海

最近，领导让我帮他采购一台
笔记本电脑。为了让领导满意，我
费尽了心思，配置、外观、价位一项
一项地对比、研究，终于买回了一
款性价比很高，又很有档次的笔记
本电脑。

我心想，这次采购堪称完美，
受表扬是肯定的了。可没过多久，
领导就把我叫了去：“小于啊，我这
次把采购电脑的任务交给你，是我
对你的信任！但你这次买来的电
脑，让我很失望啊！这台电脑就是
一件残次品，连键都不全！”

“不可能，这台电脑怎么会是
残次品呢？再说了，哪有笔记本电
脑还缺键的呀？”

“看来不亲眼看到你是不承认
了，好吧，我启动一下给你看看。”

说着，领导按下了电源开关。
电脑开始自检、启动，不一会儿，屏
幕上显示出一行字：……按任意键
继续……

这时，领导说：“我让你心服口
服，你在键盘上找找，有这个‘任意
键’吗？”

残次品

文／张小平

开学之初，学校初中部实
行二级招聘，学校聘班主任，班
主任聘科任，有几位落聘。按学
校的规划，这些人将到小学部
任教。在我看来，本来就是同一
所学校，教初中教小学没什么
区别，但是他们几位不这么想，
觉得掉价了，千不舍万不愿的，
都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教师甲，农民之子，是个
愣头青。他认为招聘是领导
玩权术，耍手腕，只是借民主
之名打击弱势群体、恫吓正
直教师、惩罚异己罢了。为了
表示抗议，他干脆宅在家里，
不到小学部报到。

三天后，恰逢周一。例会上，
头儿指名道姓，多年来少有的言
辞激烈，抨击教师甲的无组织无
纪律行为，安排教师甲的一位朋
友立刻去把他找来，要他给个说
法，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

打了驴子马也惊。教师乙
和教师丙对到小学部工作也
是很抵制的，除了第一天到小
学部现身，跟分管小学部的领
导打声招呼，就再没看到过人

影。见头儿玩真的，知道硬抗行
不通，只能“计”取。

教师乙找到头儿，说工作
二十多年，一直任教语文，这到
了小学部一下子改教数学，确
实难以胜任，请领导考虑一下
实际情况。领导笑眯眯地拍着
教师乙的肩膀，说：“我们是老
兄老弟了，我知道你一直是个
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同志，你这
个情况，我不是没有考虑，只是
小学部确实缺少数学老师。这
样，你先教一段时间，如果确实
适应不了，到时候我会想办法
帮你请位代课老师。”头儿给足
了面子，把话说到这份上，教师
乙心平了，气顺了，甚至还有了
那么一点点感激之心，开开心
心地走了。

教师乙前脚刚走，教师丙
后脚就踏进了头儿的办公室。
没等他开口，头儿就递过一根

“大中华”，说：“让你去小学部，
其实是我的安排。小学部的数
学教研这一块，一直很薄弱，派
你去就是要你去当领头羊，当
数学教研组长，把他们带上路。
另外，你我是相处多年的哥们
儿，实话跟你说，我对小学部的

个别领导不太放心，你过去以
后还要多加留意，有什么情况，
你要及时向我汇报。这件事，老
哥就拜托你了。”教师丙这才如
梦初醒，激动地猛吸一口烟，连
忙保证，全力以赴，不负厚望。

教师丙千恩万谢一番走
了，教师甲被朋友带进头儿的
办公室，头儿一见他就开“机关
枪”，说：“你也教育人多年了，这
次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一点组织
纪律性都没有？有意见不要紧，
我们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交流，
当面锣对面鼓商讨，这点民主意
识，我还是有的。你躲在家里谁
能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知
道，你觉得招聘不够公允，你可
以提个方案出来，我们再斟酌斟
酌，怎么样？你先去干着，你的情
况我会考虑的。”旁边几个中层
干部众口一词，一个劲地夸赞头
儿的贤明，委婉批评教师甲的不
冷静。教师甲悔得肠子都青了，
当初怎么没有动动脑子，也许早
说一天就能改变状况，负气真是
惹祸的根苗。

当晚，教师甲让朋友出面
请一干领导去“相逢一笑”大酒
店赔礼道歉。

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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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事要低调

占地盘

文／李欣

对门的楼上住着一位卖建材
的小老板，手头比较宽裕，当初买
房子时一下子买了两套。这两套
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听对门
讲，这家人的素质极差，因为两家
的地下室挨着，小老板就把地下
室门前的空地全都占了，有时对
门从地下室里推自行车都要大费
周折。我头顶上的房子就是他一
直出租的那套，这套房子的地下
室和我家的地下室挨着，租他房
子的人很讲公德，把物品都归置
在地下室内，所以，我们这一侧的
地下室门前很敞亮。有时我偶尔
去那一侧的地下室门口，看到堆
了一地的废品杂物，我庆幸没遇
到那样的邻居。

前几天，我看到这个小老板
在打扫和我挨着的那间地下室，
一问才知道人家不租了，他决定
让他父母来住。在地下室的拐角
处有半袋子放了好长时间的水
泥，他指着问：“是你家的吗？”我
说不是，他就一把提起来，说：“这
些破东西在这里占窝插空，这些
人素质真差！”我心想：莫非他的
素质提高到天上去了？

第二天，我们这边的地下室
门口的那块空地被打扫得片纸不
留。我对老公说，这个小老板的觉
悟真是提高得太快了。第三天，我
看到那块空地上堆放了八只盛涂
料的空桶。那块空地，最终还是被
他成功占领了。

段子

【 】

@东东枪：
上午九点开会，某领导先发言

说：“今天我只讲三点。”大喜。在会
议室里闷到下午才恍然大悟，他说
的是：“今天我只讲到三点。”

@有态度的玩意：
“各位游客，这个山洞就是当

年唐僧师徒取经路上休息过的地
方。”“导游你真能忽悠，都赶上赵
本山了。”“真不忽悠，专家教授都
来考证过了，这里面的确有猴粪、
猪粪、马粪，还有人类的排泄物。”

@苍南派：
每次和女朋友吵架，我刚说完

一句“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我早
就跟你分手了”，她的生气指数立
马下跌 50 个百分点。推荐广大男
生使用。

@风筱筱熙：
最近森林里发生了车祸，司机

逃逸。黑猫警长找出肇事者小兔
子。小兔子说凭啥是我啊？警长说
别装了兔斯基。

@善财神：
人生就像卫生纸，开始瞅着挺

多，越往后用得越省；人生就像卫
生纸，说没有，还真没有；人生就像
卫生纸，别人不能把自己的借给
你；人生就像卫生纸，用过的看一
看就丢掉吧；人生就像卫生纸，用
过的，不丢掉还经常拿出来看一
看，这样不好吧；人生就像卫生纸，
总得在上面留下点什么……

@值日岗：
妻子摸着我因为洗衣服而冻

得冰凉通红的手，心疼地说：“大冬
天的真是太辛苦你了，去我钱包里
拿十块钱吧，买双胶皮手套犒劳犒
劳自己。”然后她又补充道：“记得
把找零还给我。”

@小罗和他自己：
刚才在外面遛弯儿，迎面

来了一姑娘对我说：“能借
你肩膀一用吗？”我一愣，
心想这姑娘可能受了什
么委屈想借个肩膀靠一
下 哭 哭 ，就 说“ 好
啊……”刚说完，姑娘
一把把我拉到墙边，
踩着我肩膀腾一下
翻过墙去了，墙
那 边 传 来 她 的
声音：“谢啦，走
到 小
区 门
口 太
远啦！”……

@赖宝：
有一朋友，刚认识不久，听他

说每月发了薪水就给家里寄一千，
顿时很有好感，最近又听说，他每
月跟家里要两千……他这是放高
利贷吧？

@表弟很忙：
饭后第一句话也可以了解一

个人。当问你的客人吃饱了没，回
答“嗯，谢谢你的盛情款待”的是文
艺青年；回答“好饱，撑死我了”的
是普通青年；回答“嗝，还有啥”的
是吃货。

网易微博段子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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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摆一回
文／翁静

老公朋友多，经常带我参
加他朋友的聚会。三杯酒下肚，
男人们就夸夸其谈，言谈间总
是显摆自己的家底和实力。

老公是一名小公务员，
向来实在，当有人问起他的
收入时，他总是那句话：“就
那么点儿工资，撑不死饿不
愣的。”连我也跟着尴尬。

这天我埋怨老公，说：

“你以后别那么实在，害得连
我面子上都过不去，适当的
时候吹吹牛无伤大雅！”

老公说：“我知道，有一
回我就跟他们吹牛说，我的
老婆特别漂亮。”

文／颜崇道

同事小张平日总爱大包大揽
说要给他人帮忙，应答别人时信
誓旦旦，可到兑现承诺时却从来
没有几件做成的。所以，熟悉他的
人从不把他的话当回事，有些人
甚至对他一贯说话不算数表现得
很反感。

前天，单位在福馨楼聚餐。觥
筹交错，几杯酒下肚，小张旧病复
发，又开始为自己揽起活来：“大家
有事请说话，全包在我身上！”

一旁的小李为引开他的话题，
拍拍小张的肩头说：“张兄近日好
像发福了啊，嫂子都给你吃了什么
呀？”

我也打趣道：“老弟发福，应该
是替人做事宴请吃得太多了吧！”

不待小张开口，与他同科室的
小赵接过话茬儿，不无风趣地说：

“他啊，食言太多，能不发福吗？”

发福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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