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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的马与农夫的马

（外一则）

有一个富翁高价购置了一辆豪车，
又不惜重金从不同国家采买来了六匹
宝马。
富翁第一次乘坐这辆豪车出行时
就不幸陷到了泥潭里。可不管车夫怎么
用鞭子抽打那些马，车都一直停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时，一个农夫赶着一辆马车从这
段泥路上很轻松地就驶了过去，而农夫

的车上只套着两匹马。富翁见状疑惑不
解， 就问农夫：“你的马力量怎么那么
大？”
农夫回答说：“你的马单独看每一
匹都非常健壮有力，但它们是不同的品
种，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每一
匹马在群体中都认为自己比其他的马
品种优良，自己坚持的方向是最正确的
方向。如果你鞭打其中的一匹，其他的

麻雀的自由（外一则）
麻雀飞得不高， 常常在矮墙上、
低檐下、树枝间飞来飞去，按说，麻雀
是最容易被人捉住的一种鸟，可麻雀
却是最自由的一种鸟，它栖落在人前
人后，或啄食，或梳理羽毛，自由自
在，没有一点惧意。人呢，也不去捉
它，也不去侵扰它，任其自由来去。
而麻雀的自由， 是用生命换来
的。如果有人捉住了麻雀，把它关进
笼里，麻雀便不吃不喝，直至饿死、渴
死。于是，捉过麻雀的人，再也不去捉
麻雀了，因为他们知道麻雀是“养”不
活的。一小部分麻雀，以生命为代价，
换取了麻雀群体的自由。

一只坏钟
一只坏钟，如果它的时针、分针
和秒针停止不动，那么，它所指示的
时间，一天之中，至少有两次是正确
的。
一只坏钟，如果不肯停下它的时
针、分针和秒针，那么它只会在错误
的时间上，越走越错，错上加错，带给
人们的，全是错误的时间。
（羊城晚报）

上帝的措施
有一个人在街上看见了一个可怜

找不同

幽 默

1、昨天和闺蜜出去逛街，看到穿
一模一样衣服的小屁孩两个，赶紧对
闺蜜说：“快看快看，龙凤胎啊！”那小
姑娘转过头说：“你不知道这叫情侣
装吗？”
2、包拯要给女儿起名字，于是求
助于公孙策。包拯说：“当初我母亲给
我起名叫包拯， 是为了让我拯救苍
生，我也想在我女儿的名字中体现出
造福天下。你说叫什么好呢？”公孙策
想想后说：“就叫包邮吧！ 这个名字
好！”
3、爷爷养了一只鹦鹉，天天教它
说“你好”，但是教了很久，鹦鹉还是
不开口说话。 今天爷爷心情不好，就
没教鹦鹉说话。 没想到鹦鹉对爷爷
说：“老头今天牛逼了，见我也不打招
呼了。”
4、 我：“妈这两天手头有点紧。”
妈：“哦，那快挂了吧，省点话费！”我：
“咱们不是亲情号嘛， 又不用花钱。”
妈：“哦，那也挂了吧，节约点电费。”
我：“我是住宿舍的， 不用给点费！”
妈：“哦，那还是挂了吧，省点力气。”
5、有一次，我突然想吃馅饼，就
去买了一个， 马上要吃第一口时，听
到楼下有声音，我一看，一个男的对
一女的说：“嫁给我好吗？” 女的说：
“嫁给你？做梦，除非天上掉馅饼。”于
是我默默地把馅饼丢了下去。

马甚至会幸灾乐祸。而我这两匹马虽然
是普通的马，但却是同一毛色，是母马
和自己的马驹。你只要用鞭子轻轻吓唬
一下其中的一匹，另外一匹就会竭尽全
力， 因为它要帮助自己身边的另一匹
马。”

段 子

仔细看，找出左右两图的不同之处，答案见本版。

短 句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 连在西安某
商场用餐的顾客也感到强烈的震感，
他们纷纷“逃单”下楼避难。据估计，该
商场餐饮区未付餐款达 6 万元， 但后
来有多位顾客返回结账， 引来网友纷
纷点赞。有网友说：遇险逃跑是本能，
回来付账是素质。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全球足迹网络
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今年前 7
个月里，人类排出的碳，比海洋和森林
可以在一年里吸收的量还要多，这意味
着人类本年度自然资源额度已用完。
不要满足于欣赏知识性脱口秀节
目，不要被口若悬河的主讲人所迷惑，
如果你真的打算学点什么， 最好的办

法依然是找本最靠谱的书， 一页一页
读下去。 因为中外学者们的研究都表
明，视频化的信息很难被记住，有 51%
的观众看了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
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
普通 的 电 视 观 众 只 能记 住 电 视 剧 中
20%的信息。
狄德罗：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
说明你是聪明的人； 知道事物实际上
是什么样，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知道
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 说明你是有才
能的人。
电影《悟空传》台词：在你感到最
无助最无力的时候， 才是你真正觉醒
的时候。

开心厅
群主
女：有三套房吗？
男：没有！
女：有奔驰、宝马吗？
男：没有！
女：有 7 位数存款吗？
男：没有！
女：那你有啥？
男：我………
女转身就走。突然男的说：我管理
几百人。其中有很多律师、教授、企业
家，还有很多帅哥美女。女立刻回头抱
住男的腰，满脸崇拜地说道：死鬼，你不
早说，这就够了！！那你是什么公司老总？
男：我是群主。

山河虽大
A：山河虽然高大，但人是可以拔
起来的。
B：怎么可能？
A：你没有听说“力拔山兮气盖世”
吗？
B：那河呢，也可以拔吗？

的孩子，这个孩子衣不遮体，饥寒交迫，
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于是这个人愤怒
地仰天质问上帝：“你怎么能允许这样
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可以对人间的不幸
如此无动于衷？”但上帝并没有回答。
是夜，这个人做了一个梦，梦中上
帝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我早
就采取了措施，我创造了你。”
（羊城晚报）

A：拔河你没玩过吗？

不能
“浪费”
吝啬先生和两位朋友一起喝酒。
他们发现一只苍蝇飞进了吝啬先生的
酒杯。
一位朋友说：“把酒倒掉吧， 再重
新来一杯。”
另一位朋友说：“那样太浪费了，
不如把苍蝇捞出来，接着喝掉。”
吝啬先生将苍蝇从酒杯中捏出
来，怒道：“你把酒给我吐出来！”

请再解释一遍
拉塞尔对太太说：“亲爱的， 我从
网上看到一项研究报告， 说男人平均
每天说一万个单词， 女人是男人的两
倍。可见你们女人有多唠叨。”
太太说：“这只是证明， 我们女人
每 次 要 说 两 遍 ， 你 们 男人 才 能 听 明
白！”
拉塞尔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广州日报）

△吵架后，老婆饭也不做就冲了
出去，1 小时后回来， 把一个装汉堡
的纸袋子放在饭桌上，板着脸进了房
间。我的心一下子软了，这么好的老
婆上哪儿找啊，我居然还骂她。我无
比愧疚地伸手进袋子里，抓到一个仙
人球……
△今天出门办事，下班高峰时段
堵车，就借了室友的电动车。
结果路上骑一会儿就没电了，推
过去办完事又推回来， 累死我了。回
来我问室友：“你不知道你的车没电
了吗？”
室友回答：“我知道，我怕说没电
你不信，嫌我小气。”
△今天父亲来家里，媳妇弄了一
桌好菜， 跑到客厅对我爸说：“爸，吃
饭了。”转过脸对我说：“爷，吃饭了。”
又跑到儿子的房间对玩电脑的儿子
叫道：“吃饭了，我的祖宗。”
△A：“建立在金钱基 础 上 的 婚
姻最牢固。”
B：“何出此言？”
A：“不是有铜婚、银婚、金婚、钻
石婚的说法吗？”
（广州日报）

哈 哈

△甲：“用了这么多年微信，我发
现，对熟人来说，能在微信里解决的
事情就不用打电话了。”
乙：“那对不熟的人来说呢？”
甲：“打电话能解决的事情，就不
要加微信了。”
△课堂上， 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下面没有一个学生回应。
老师说：“你们可以给点反应吗？
我在上面唱独角戏，你们在下面干吗
呢？”一同学脱口而出：“看戏。”
△“你别老宅在家里， 出去走
走。”“爸，大中午的，你知道外面太阳
多大吗？”“知道啊， 直径 139.2 万公
里。”

找不同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