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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告诫
近日袁一张特殊的生日蛋

糕照片在网上走红遥蛋糕上画
着黑猫警长袁与传统野生日快
乐冶的文字不一样的是袁上面
还写着野十四岁要负刑事责任
了冶遥原来袁这是安徽省马鞍山
市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女
民警严承燕袁 给 14周岁儿子
定制的蛋糕袁上面的字是孩子
自己想的遥严警官称袁平日里袁
孩子就喜欢看一些法律类书
籍袁以前她参加公安执法资格
考试时袁 孩子会陪她一起看
书袁有时甚至比严警官看得还
要认真袁一些她不知道的法律
条款孩子都记得遥 郭琳琳

控制
我惊异地发现我的老婆可能是个机器

人遥
因为我竟然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按钮

来控制她的动作和情绪遥
比如袁我点击野立即购买冶袁她就会咧嘴

笑曰而点击野清空冶袁她就会发疯抓狂遥

形容自己
面试官院野你会用什么动物来形容自己

呢钥 冶
应试者院野树噎噎冶
面试官院野树不是动物哦浴 冶
应试者院野噎噎懒遥 冶
面试官院野噎噎冶

幽闭恐惧症
受了点伤袁男友陪我去做核磁共振遥
我院野我有幽闭恐惧症袁好害怕浴 冶
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院野矫情啥呀浴 还

幽闭恐惧症袁 我看你在试衣间试衣服的时
候都恨不得锁在里面不出来遥 冶

意境
汉语初学者院野这两个汉字的字形袁让

我仿佛置身于月亮旁边袁 感受着皎洁的月
光袁好有意境袁好浪漫的一个词浴 冶

老师院野这是耶膀胱爷遥 冶

称体重
女朋友去称体重袁刚站上去袁体重秤就

飙升到了 130斤袁女朋友生气地看着我说院
野你别动我浴 冶

我说院野我没使坏啊浴 冶
女朋友院野你离我远点浴 冶
我院野我已经离你很远了遥 冶
女友回头一看袁 吼道院野把你的影子也

挪远点噎噎冶

6.8斤
一对男女在相亲袁女方有些稍胖袁男方

有些嘲讽地问院野你最轻的时候多重钥 冶
女方也很不屑地说院野6.8斤遥 冶

好巧
大学入学第一天袁收拾完毕躺在床上袁

一个室友进来问我哪里的?我说是江西的袁
他说院好巧袁咱宿舍有个戴眼镜的也是江西
的遥听完袁我坐起来戴上了眼镜默默的看着
他遥

关门
寝室在 6楼袁爬上来后发现没带钥匙遥

于是下楼找宿管阿姨拿了钥匙爬上楼开
门袁 然后又下去还钥匙袁 等再爬上来的时
候袁发现门居然关上了遥 这时袁隔壁一同学
经过说院刚看到你没关门袁就帮你关上了遥

这天袁 工商局办公室主任方强找
袁局长请示工作遥请示完临出门时袁袁
局长忽然叫住了他袁 笑问院野现在微信
圈有一种挺时髦的运动叫啥来着袁能
测量每天行走的步数钥 冶

微信运动遥冶野对对袁就是这个遥冶袁
局长掏出手机袁 自言自语道袁野咋加进
去呢钥 冶

方强转身回来袁 掏出自己的手机
说院野我已经加了袁这就把您拉进来遥您
也想测测每天的运动量钥 冶袁局长感叹
道院野咱们这些机关人哪袁 习惯坐办公
室都不爱活动袁 非得等一些毛病悄悄
找上门来才后悔遥就拿我来说袁除了个
子不高啥都高遥加入微信运动袁每天可
以查看自己的运动量袁 再和其他同志
比较一下袁 可以起到监督提醒的作
用遥 冶方强点头称是袁说要好好跟袁局
长学习遥

自从袁局长加入微信运动袁方强

就养成了习惯袁每晚临睡前定时点开
微信运动袁查看袁局长的步数袁点个
赞遥 为了这事袁他把原先设置的消息
免打扰都恢复过来遥 但让他犯愁的
是袁袁局长这个赞真不好点袁因为他
每天的运动步数都排在圈里倒数几
名袁有一次还是倒数第一遥 如果他来
点赞袁袁局长会怎么想袁会不会以为
他是在讽刺遥 可要不点袁自己的步数
每天都会羸得几十个赞袁这反差也太
大了遥

方强开始后悔把袁局长拉进自己
的微信运动圈袁如果当初不自作多情袁
哪会有今天的纠结袁 害得自己每天也
不敢多走了遥

这天晚上袁方强拿着手机正发愣袁
老婆一句话点醒了他院野明天把手机落
家里或放在办公桌上别动袁 用那个没
上微信的手机袁 保准晚上能给袁局长
点上赞遥 冶这招不错袁从此袁方强的手机

就经常落家里或闲置办公桌遥
这天早上袁 方强去袁局长办公室

汇报工作遥袁局长关切地说院野小方啊袁
你得注意锻炼身体了袁 怎么现在步数
总垫底呢钥 年纪轻轻袁 还没我有恒心
呢遥 冶方强红着脸连声答应遥

这时袁办公室干事小杨敲门进来袁
冲方强扬了扬手机院野主任袁 你手机落
办公室了袁好几个未接来电找你呢遥 冶

小杨话音刚落袁 袁局长突然坐直
身子袁低呼一声院野不好袁今早晨练带手
机了浴这下步数肯定超过郝县长了袁我
咋把这茬忘了呢噎噎冶

一天袁与一朋友吃饭袁恰好父亲来
看我袁我便把父亲接来一起吃遥父亲寡
言袁饭间一直静静地听我们聊天遥回家
的路上袁父亲说院野你这个朋友袁不可深
交遥 冶

我愕然袁 这个朋友是因生意认识
的袁合作过几次袁印象还不错遥

父亲说院野虽然我对他不甚了解袁
但从吃相看袁 基本可以估摸出他是个
怎样的人遥 冶

算起来这是我与朋友第二次在一
起吃饭袁我对他的吃相没怎么注意遥

我注意到他夹菜有个习惯性动
作袁 总是用筷子把盘子底部的菜翻上
来袁划拉几下袁才夹起菜遥 对喜欢吃的
菜袁更是反反复复地翻动袁就好比把筷
子当成锅铲袁 把一盘菜在盘子里重新
炒了一次遥 冶

我不以为然院野每个人习惯不同袁

有的人喜欢细嚼慢咽袁 有的人喜欢大
快朵颐袁不可苛求遥 冶

父亲摇摇头说院野如果一个生活困
窘的人面对一盘盘美味佳肴袁 吃相不
雅可以理解袁 可你这个朋友本是生意
之人袁物质生活并不困苦袁如此吃相袁
只能说明他是个自私尧狭隘之人遥面对
一盘菜袁他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袁用
筷子在盘子里翻来覆去地夹袁 如果面
对的是利益的诱惑袁 他一定会不择手
段占为己有遥 冶

接着袁 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的故
事遥 父亲 5岁时袁爷爷就去世了袁孤儿
寡母的日子过得极为窘迫袁常常食不
果腹遥 有时去亲戚家做客袁奶奶也会
提前反复叮嘱父亲院野儿啊袁吃饭时一
定要注意自己的吃相袁不能独自霸占
自己喜欢吃的菜袁 那会被人耻笑的遥
我们家穷袁但不能失了礼节遥 冶奶奶的

话袁父亲铭记于心袁即使面对满桌的
美味佳肴袁他也不会失态袁总能控制
有度遥

末了袁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院野不要
小瞧一双筷子袁一个小小的细节袁可以
看出拿筷子者的修为和人品遥 冶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袁 印证了父亲
的话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袁那个朋友果
然弃义而去遥

从那之后袁我一直谨记父亲的话袁
一个人的一生袁诱惑何其多袁但要时刻
对欲望加以节
制袁好的东西袁
更不能占为己
有袁 要与人分
享遥 提炼做人
的品质袁 应从
一双筷子的节
制开始遥

微信运动 阴欧晓诺

筷子上的修为 阴姜 然

危素萍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7008170041袁特此声明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9年

4 月 2 日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江西
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公开挂牌出让江西瑞金经济开发区 N-
0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
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
易系统袁网址院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