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两只蚂蚁非常不幸袁误入玻璃
杯中遥

他们慌张地在玻璃杯底四处触
探袁想寻找一个缝隙爬出去遥 不一会
儿袁他们便发现袁这根本不可能遥

于是袁他们开始沿着杯壁向上攀
登遥看来袁这是通向自由的唯一路径遥

然而袁 玻璃的表面实在太光滑
了袁他们刚爬了两步袁便重重地跌了
下去遥

他们揉揉摔疼了的身体袁 爬起
来袁再次往上攀登遥很快袁他们又重重
地跌到杯底遥

三次尧四次尧五次噎噎有一次袁眼
看就要爬到杯口了袁可惜袁最后一步
却失败了袁而且袁这一次比哪次都摔
得疼遥

好半天袁他们才喘过气来遥 一只
蚂蚁一边揉着屁股袁一边说院野咱们不
能再冒险了遥 否则袁 会摔得粉身碎
骨遥 冶另一只蚂蚁说院野刚才袁咱们离胜
利不只差一步了吗钥 冶说罢袁他又重新
开始攀登遥

一次又一次跌倒袁一次又一次攀

登袁他到底摸到了杯口的边缘袁用最后
一点力气袁翻过了这道透明的围墙遥

隔着玻璃袁杯子里的蚂蚁既羡慕
又嫉妒地问院野快告诉我袁你获得成功
的秘诀是什么钥 冶

杯子外边的蚂蚁回答院野接近成
功的时候可能最困难袁谁在最困难的
时候不丧失信心袁谁就可
能赢得胜利遥 冶

杯子里的蚂蚁受到
启发和鼓舞袁不再惧怕被
摔疼袁 也重新开始攀登袁
最终爬出了玻璃杯袁与另
一只蚂蚁会合遥

而小蚂蚁之所以能
不放弃袁重要的因素是它
拥有必胜的信念袁在挫折
中坚守必胜信念袁就一定
不会丧失坚持的力量遥

最后袁送给大家三句话院
第一句话院你的责任就是你的方

向袁 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资本袁 你的性
格就是你的命运遥

第二句话院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袁
你就是专家曰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袁你
就是行家曰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袁你就
是赢家遥

第三句话院 美好是属于自信者
的袁 机会是属于开拓者的袁 奇迹是属
于执着者的浴 你若不想做袁 总会找
到借口曰 你若想做袁总会找到方法浴

道理
故事
小大

吵 架
夫妻吵架袁丈夫死活不搭理老婆袁一个人

躺床上生闷气遥
老婆终于忍不住了袁开口问院野干啥呢你钥 冶
丈夫恶狠狠地回答院野死了浴 冶
老婆又问院野怎么睁着眼睛钥 冶
丈夫说院野死不瞑目遥 冶
老婆又问院野那你为啥还喘气钥 冶
丈夫说院野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噎噎冶

情急之下
老谭退休后被返聘回厂里遥
这天开早会袁领导正讲话袁老谭的手机突

然响了袁他低头一看袁是条段子遥
他想关掉袁谁知老眼昏花袁竟碰到了老年

人手机的短信阅读键袁只听语音响起院野一个领
导被腐败废了袁一笔好字让电脑废了噎噎冶

老谭越着急越关不上袁情急之下袁他对领
导笑笑说院野一个老头袁唉袁让手机给废了遥 冶

感 悟
两个男人在聊天遥 已婚男聊到女人袁他说院

野女人结婚前都爱撒娇遥 冶
未婚男问院野婚后还爱撒娇吗钥 冶
已婚男深吸了一口烟袁两眼含着泪花对未

婚男说院野结了婚袁就开始撒野了遥 冶

定 力
晚上回家袁一男青年路过小区门口袁见两

位老大爷正在下棋遥 仔细一瞧袁一方剩下一帅
一士袁另一方剩下一帅一象遥 他嘀咕道院野这还
下什么啊钥 和棋得了遥 冶

谁知袁 其中一位老大爷淡定地说院野小伙
子袁你还年轻袁我们在比定力袁谁先起来谁输遥 冶

透明和白色
有个学生分不清野无色透明冶和野白色冶的

区别袁老师耐心地解释了半天袁结果他还是不
懂遥

老师火了袁拿起一根装着透明溶液的试管
问学生院野这是什么色钥 冶

学生看了半天说院野白色遥 冶
老师说院野那好袁你明天就穿这样的白色衣

服来做实验吧遥 冶

三天后再说
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正准备庆祝自己的

生日遥 记者前去采访院野请问袁您长寿的秘诀是
什么钥 冶

老人说院野三天后再说遥 现在袁我正和两家
广告公司谈判袁一家要我说矿泉水袁另一家让
我说啤酒遥 冶

郑楚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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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品瑞购物超市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0404544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品瑞购物超市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0404544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品瑞购物超市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04045448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华女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078119990925472354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定发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21021975051526104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隆兴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 :
14007201040002922袁 核 准 号 :
J4296000086901,声明作废遥

哈里斯是美国纽约市一家知名
广告公司的女高管袁2010年 8月的一
天中午袁 她和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遥
中途袁朋友想出去抽支烟袁于是两人
一起走出餐厅袁站在外边的大街上遥

这时过来一名流浪汉袁对哈里斯
嗫嚅着自我介绍院野我叫瓦伦丁袁今年
32岁袁已经失业 3年了袁只好靠乞讨
度日遥 我想说的是袁不知您是否愿意
帮助我钥比如袁给我一点零钱袁让我买
点生活必需品遥 冶

瓦伦丁说完后袁用期盼的眼神望
着哈里斯遥看着眼前这名年轻的黑人
流浪汉袁哈里斯动了恻隐之心袁她微
笑着对瓦伦丁说院野没问题袁我十分愿
意帮助你遥冶就伸进口袋去掏钱袁遗憾
的是袁身上却没有带现金袁只掏出一
张没有密码的信用卡袁这让她有点尴
尬袁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遥

瓦伦丁看出了她的难为情袁小声
说院野如果您相信我袁能将这张信用卡
借我用用吗?冶 心地善良的哈里斯同
意了袁 随手将信用卡递给了瓦伦丁遥
拿到信用卡后袁瓦伦丁并没有马上离
开袁又小声问哈里斯院野我除了买些生
活必需品外袁还能用它再买包烟吗钥冶

哈里斯未加思索地说院野完全可以袁如
果你还需要什么袁都可以用卡上的钱
去买遥 冶瓦伦丁拿着那张没有密码的
信用卡离开后袁哈里斯和朋友重新回
到了餐厅遥

10分钟后袁 哈里斯就感到了后
悔袁她懊丧地对朋友说院野那张信用卡
不仅没有设置密码袁 里面还有 10万
美金袁那个家伙一定拿着信用卡跑掉
了袁这下我要倒大霉了遥冶朋友也埋怨
她院野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相信一个陌
生人钥 你呀袁就是太善良遥 冶哈里斯再
也没心思吃饭了袁 在朋友付完账后袁
两人便默默走出了餐厅遥

令他们意外的是袁 刚出餐厅大
门袁就发现流浪汉瓦伦丁已等候在外
面袁 他双手将信用卡递给哈里斯袁很
恭敬地将自己消费的数额一一报上院
野我一共用卡消费了 25美元袁买了一
些洗漱用品尧两桶水和一包烟袁请您
核查一下遥

面对这位诚实守信的流浪汉袁哈
里斯和朋友在诧异的同时袁更多的则
是感动袁 她不由自主抓住瓦伦丁袁连
连说院野谢谢您袁谢谢您浴冶瓦伦丁一脸
疑惑袁她帮助了我袁我应该感谢她才

是袁她为什么却要感谢我呢钥随后袁哈
里斯便和朋友径直去了叶纽约邮报曳袁
将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报社遥

叶纽约邮报曳也被瓦伦丁的诚实所
感动袁当即予以报道袁顿时在社会上引
起了巨大反响遥 报社不断接到读者的
来信来电袁都表示愿意帮助瓦伦丁遥得
克萨斯州一名叫伊德瑞斯窑艾尔巴的
商人看了报道后袁 便于第二天给瓦伦
丁汇去了 6000美元袁 以奖赏他的诚
实遥 更让瓦伦丁惊喜的是袁几天后袁他
又接到威斯康星州航空公司的电话袁
表示愿意招聘他担任公司的空中服务
员袁并通知他尽快签订工作协议遥

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瓦伦丁感
慨万千院野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袁做人一
定要诚实守信袁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
头袁也不能把诚信丢掉遥 我之所以能
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袁是因为我始终
相信袁诚实的人总会有好报遥 冶

大道理院世界上永远不缺投机取
巧之人袁而面对利益袁诚实守信的人
却总让人萌生敬意浴 小胜靠智袁大胜
靠德遥 投机取巧赢一时袁诚实守信赢
一生浴

诚 信

两只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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