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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
皮埃尔是一位谦逊的巴黎雕刻家袁 他从未

创作过比拳头更大的作品遥在揭幕仪式上袁当他
揭开新作的神秘面纱时袁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竟
然是一整头用大理石雕成的大象袁 整个艺术界
为之震惊遥

野可是袁皮埃尔先生袁冶一名粉丝说袁野没有模
特袁您是怎么雕刻出如此传神的大象的呢钥 冶

野这没什么袁冶皮埃尔解释说袁野我只是把大
理石上不像大象的部分全都凿掉了遥 冶

谁是专家
我是一名教育心理学家遥一次袁我受邀前往

佛罗里达州主持一场家长教育研讨会遥 在飞往
目的地的航班上袁我正埋头准备讲义遥

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太太主动和我攀谈起
来遥她说自己刚刚在波士顿度过了两周袁看望了
她的外孙遥之后袁她问我是做什么的遥我回答完袁
满心期待她会请我提供一些免费的专业建议遥

谁知老太太不动声色地说院野你有什么想知
道的袁尽管问我遥 冶

情侣衫
妻子给丈夫织了件毛衣袁 很漂亮袁 谁见谁

夸遥 过了几天却不见他穿了袁妻子问为什么袁他
说院野还不是怪你浴 用剩下的毛线给咱家狗也织
了一件袁遛狗的时侯袁总有人说我们穿的是耶情
侣衫爷遥 冶

具体一点儿
教授正在家忙着赶写一篇学术报告遥野亲爱

的袁冶他对妻子说院野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钥 冶
野不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钥 冶妻子回答遥
野没看到我忙得要死袁你就不能说得具体一

点儿袁铅笔究竟夹在哪只耳朵上吗钥 冶教授有些
生气了遥

一点儿不会
甲院野你看我这新烫的发型会不会让我看起

来很丑钥 冶
乙院野不会的遥 冶
甲院野真的钥 一点儿都不会钥 冶
乙院野真的不会袁 因为你的丑跟你的头发没

有关系遥 冶

名驹的弱点
有个秀才想买一匹马袁骑着进京赶考遥来到

集市袁一个马主迎上前说院野这位公子袁我这匹马
是千里驹袁一口气能跑千里遥 冶

秀才一听袁便对马主说院野京城离此九百里袁
你的马一口气却跑出千里袁 那一百里路难道让
我走回来吗钥 冶

偷鸡不成
张三到李四家闲坐袁见桌面上有滩水袁便蘸

着在桌面上随便写了野我要当皇帝冶五个字遥
李四一见袁如获至宝袁赶忙扛上桌子到县衙

告发张三谋反袁想讨个重赏遥
结果到县衙后袁 桌面上的字迹早已被风吹

干遥县官问他干啥来了袁李四只好苦笑着说院野家
中祖传楠木桌一张袁特扛来孝敬老爷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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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大爷是一名环卫工袁 每天都

要扫好几条街遥这天刚来到单位袁班
长就说袁过会儿局领导要深入一线袁
不仅会帮着扫街袁 还要一块儿照相
呢浴刘大爷一听袁乐呵呵地说自己愿
意接待遥

没过多大会儿袁 刘大爷正扫着
地呢袁 就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
过来遥这人来到刘大爷身边袁自我介
绍道院野我是张局长袁 让我来帮您
扫遥 冶说着袁他就抢过了扫帚遥

张局长腰一弯袁 旁边就架起了
几台相机袁野噼里啪啦冶就是一通拍遥
刘大爷原想和局长拉呱拉呱尧 合个
影袁可张局长很快放下扫帚走了遥

2
刘大爷没能和局长说上话袁心

里有些遗憾袁回到单位就找班长袁说
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袁 还要让他接
待遥没过几天袁镇里的领导要深入一
线慰问职工袁刘大爷再次报了名袁说
一定完成好接待任务遥

这天袁 刘大爷正扫着地袁 一会
儿袁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袁
说院野我是李镇长遥 冶还没等刘大爷搭
话袁 旁边就有人抢过扫帚递给李镇
长遥这次的速度更快袁旁边很快架起
好几台相机袁野噼里啪啦冶一通拍遥刘
大爷还没说上话呢袁 一行人就钻进
汽车开走了遥

3
没过几天袁 县领导要深入环卫

一线袁 班长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
刘大爷袁想让他负责接待袁没想到刘
大爷一口气说了几个野不冶字遥 这可
让班长傻了袁 他就问道院野你不想和
领导拉家常尧拍照留念了钥 冶

野想遥 冶
野既然想袁你干吗还拒绝呢钥 冶
刘大爷叹着气说院野你不知道袁

局长来时袁 有人提前给我撒了一条
街的垃圾曰镇长来时撒了两条街曰这
回 县 领
导来袁最
起 码 得
撒 三 条
街袁我累
呀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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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院要上天堂袁就必须先经
过地狱的磨练遥

有一对孪生兄弟袁 同时进入高
考考场遥

结果袁 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
知书袁弟弟则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遥

兄弟俩长相酷似袁性格各异遥
哥哥忠诚敦厚袁弟弟活泼机灵曰

哥哥拙于言词袁弟弟口若悬河遥
哥哥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袁面

对贫病交加的父母默默无语遥 弟弟
关在房里不吃不喝袁长吁短叹野天公
无眼识良才冶遥

愁眉不展的老爸默思了两通
宵袁 终于眨巴着眼睛向大儿子开口
了院野让给弟弟去读书吧袁 他天生是
个读书的料遥 冶

哥哥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弟
弟手中袁 并在弟弟身旁说了这么一
句话院野这不是走进天堂的门票袁别
把太多的希望放在它的上面遥 冶

弟弟不解袁 问院野那你说这是什
么钥 冶

哥哥答院野一张吸水纸袁 专吸汗
水的纸浴 冶

弟弟摇着头袁笑哥哥尽说傻话遥
开学了袁 弟弟背着行囊走进了

大都市的高等学府遥
哥哥则让体弱多病的老爸从镇

办水泥厂回家养病袁自己顶上袁站在
碎石机旁袁拿起了沉重的钢钎噎噎

碎石机上袁有斑斑血迹遥这台机

子上袁曾有多名工人轧断了手指遥
哥哥打走上这个岗位的第一天

起袁就在做一个美丽的梦遥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袁 对机身

进行了技术改造袁 既提高了碎石质
量袁又提高了安全系数遥

厂长把他调进了烧成车间遥
烧成车间灰雾弥天袁 不少人得

了矽肺病遥他同几个技术骨干一起袁
殚精竭虑袁苦心钻研袁改善了车间的
环保设施遥

厂长把他调进了科研实验室遥
在实验室袁他博览群书袁多次到

各厂求经问道袁反复实验遥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实验袁

水泥质量大大提高袁 为厂里打出了
新的品牌产品袁水泥畅销华南几省遥

再之后袁 他便成为全市建材工
业界的名人噎噎

弟弟进入了大学后袁 第一年还
像读书的样子袁 也写过几封信问老
爸的病遥

第二年袁 认识了一个大款的女
儿袁就双双坠入爱河袁那女孩成了他
取之不尽尧用之不竭的钱包遥

整整两年他没向家中要过一分
钱袁 却通身脱土变洋袁野帅呆冶尧野酷
毙冶了遥

进入大四后袁 那女孩跟他 野拜
拜冶了袁他便整个儿陷入了野青春苦
闷期冶遥

泡吧袁上网袁无心读书袁考试靠

作弊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遥
他像一只苍蝇袁飞了一个圈子袁

又回到家乡所在城市求职遥
他还有那么一点羞耻感袁 不愿

在落魄的时候回家见父母遥
经市人才中心介绍袁 他到一家

响当当的建材制品公司应聘遥
好不容易闯过了三关袁 最后是

在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答辩遥
轮到他答辩时袁 老总迟迟不露

面遥
最后秘书来了袁 告诉他院野已被

录用袁 不过必须先到烧成车间当工
人遥 冶

他感到委屈袁 要求一定要见老
总袁秘书递给他一张纸条遥

他展开一看袁 上书八个大字院
野欲上天堂袁先下地狱遥 冶

他一抬头袁猛见哥哥走了进来袁
端坐在老总的椅子上遥他的脸袁顿时
烧灼得发痛遥

即使我们走在通往天堂的路袁
也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会到达天堂遥

不要总是幻想可以轻易地实现
自己的梦想袁因为很多时候袁梦想都
像天堂那样遥不可及遥

任何走进
梦想天堂的路袁
都是我们在地
狱般的苦难中
磨练成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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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曾从军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民证遗失袁证号院ZD16150073袁特
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