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鬼在一条山路上栽了两棵树，搭起一
个棚， 手执板斧见人就喊：“此树是我栽，此
路是我开，欲从此处过，留下买路钱！ ”

李鬼成了强盗，虽然收入颇丰但也臭名
远播，后来终于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官府派
来一帮人，把李鬼赶下了山。

李鬼下山后，成天无所事事，反正那几
年做强盗也赚了不少钱， 做不做事也无所
谓。

有一天，李鬼在酒馆喝酒，听到县令在
隔壁包间唉声叹气地喝着闷酒，就敲门询问
何事烦忧， 县令说：“咱县的路况不太好，我
想修几条大路，但这要花不少钱，事实上钱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这笔钱投下去不
能创造任何收益！ ”

李鬼说：“这事儿简单， 路造好以后，对
过路的人收钱，几年就可以把这钱给拿回来
了！ ”

县令白了他一眼，说：“你当我和你一样

啊？ 咱当父母官的就是为老百姓谋福，造几
条路方便老百姓是应该的，哪能收费？ ”

李鬼说这事不难解决，随后与县令嘀嘀
咕咕好一阵耳语，县令终于喜形于色，连夸
李鬼有才。

次日，李鬼来到县衙说要造几条大路造
福民众，县令一听说好，这事儿我全力支持，
李鬼说倒也不必县令大人全力支持，只要县
令大人能够给予贷款就行了。

县令说这等好事情当然同意贷款，于是
拿出白花花的五万两银子给李鬼，让他去造
大路。

两年后，大路造好了，衙门造的路不好
意思收费， 但现在这路是李鬼贷款来造的，
当然要收费， 但李鬼做这拦路收费的事儿，
不就是重操旧业做强盗吗？

这就要就事论事了！ 违法的拦路收费叫
强盗，合法的拦路收费叫执法。 至于合法还
是违法，全凭县令一句话。 县令就下文件允

许李鬼拦路收费，但是收费几年才好呢？ 县
令就问李鬼，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五万两贷款
还清？ 李鬼一天能收多少过路费，都是他一
人说了算，要多说就多说，要少说就少说，结
果一算，李鬼要 200 年才能还清贷款，于是县
令和李鬼签订了合同，让他收费 200 年。

李鬼仅仅收了 2 年过路费，就把贷款全
还清了，而且自己还赚了个盆满钵满。

李鬼从此就把收来的钱与县衙对半开
账，双方各得所需，乐此不疲，后来，人们无
意中得知李鬼早就已经还清了贷款却还在
收费，就跑到县令那里告状，县令慢条斯理
而又满脸委屈地说：“我和他们以合同签下
的，他们可以收 200 年，我们现在是不能取缔
他的收费资格的！ ”

就这样，县衙继续每天都能收到李鬼送
来的过路费，而李鬼这个强盗则成了一个企
业家，老百姓呢，只是觉得这日子过得真难，
连走路都难！

左右为难
经理：“小杨，你早晨上班迟到了，下班又

早退，不大合适吧？ ”
小杨：“经理，现在路况不好，总是堵车，

我上班迟到了，下班回家就不能再迟到了，否
则，我还要被老婆批评的。 ”

劝 嫁
妈妈想让女儿去相亲， 于是语重心长地

对女儿说：“现在社会上司机要男的， 会计要
男的，连秘书也指定要男的。妈实在是为你操
碎了心啊!”

女儿不解：“妈，你到底想说什么？ ”
妈妈认真地说：“妈想说的是，趁现在‘老

婆’还能是女的，赶紧找人嫁了。不然过几年，
还不知道会是怎样……”

非常传销
10年后的某个早晨我们再次相见。 姑娘

问我：“生活得好吗？ 结婚了没有？ ”
我说：“没有。 ”
她说：“你晚上 7点来宾馆找我。 ”
我一整天魂不守舍， 晚上提前半小时冲

到宾馆。 她迎我进去，招呼我坐下，温柔地问
道：“你听说过某某品牌吗？ ”

请假条
今早收到一张请假条， 上书：“老师，我

们班某某同学因为在校医院医治无效……”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巨响，前几天还活生生的
人，怎么现在就……我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
了。 哭了好一会儿，又拿起那张纸条，忽见：

“所以今天转到城里继续治疗， 望老师准
假!”

一块儿去
一哥们儿的奶奶，今年 80 多了，老是怕

孙子学坏。 那天哥们儿约了朋友出去玩，奶奶
追在后面问：干吗去呀？ 哥们儿说：去杀会儿
人！ 奶奶大惊失色：孩儿呀！ 有话好好说！

某日哥们儿又要去玩杀人， 怕奶奶又纠
缠不清，就跟奶奶说：这回是去斗地主！ 结果
奶奶抄起了擀面杖：这是正事！ 奶奶跟你一块
去！

你懂的
去火车站窗口买票，我说：麻烦买张靠中

间车厢的票！
售票员问为什么？ 我眨了下眼回答：你懂

的！
售票员麻利的敲了几下键盘回答中间的

票卖完了，我很惊讶我是第一个排队的呀，售
票员对我眨了眨眼回答：你懂的！

半夜访客
一位拳击运动员的妻子在夜里被声响弄

醒了，她看见卧室里站着一个贼。
她弄醒身边的丈夫， 镇定地说：“起来吧，

有人找你做家教。 ”

理 想
父亲给儿子定下的伙食标准是：80 分吃

米饭，70分吃馍，60分吃面条，不及格只能喝
稀饭，如果想吃饺子，必须考到 90分以上。

期末考试的时候，儿子的作文考试题目
是《理想》，儿子认真地想了想，写道：“我这
学期的理想就是能吃上饺子，但是我清楚地
知道，以我常年吃馍、偶尔还要喝稀饭的水
平， 离吃饺子的标
准还差得很远。 ”

＠ 扬子晚报【时尚女子网购破洞牛仔裤 奶奶巧手将
其补好】90 后的刘小姐从韩国代购了一条“破洞”牛仔裤。
由于她在外地出差，妈妈便帮忙收快递、拆包检查，然后将
裤子放在床上。 刘小姐回来后发现，裤子上的洞洞全被奶
奶补！ 好！ 了！ 刘小姐花了好长时间把这些针线拆掉……
心灵手巧的奶奶就是这么有爱!

＠ 新华社【孝子弃仕途“房车”载百岁母亲游遍全国】
只因母亲想去更多地方看看， 成都双流县人陈录雪在 40
岁时从处级岗位上提前离职。 他将一辆二手车改成可睡

觉、洗澡的“房车”，8 年来载着母亲游遍中国。钱花完了，就
在当地打零工，捡垃圾卖，攒够路费再出发。 他的孝心之
旅，一直在路上。

＠ 成都商报【男子坐牢 3 年 被扣奥拓停出 3 万停车
费】四川一男子因抢劫获刑 3 年半，他的奥拓车因为涉案，
被公安机关扣押并随案移送。 谁知，男子出狱后准备提车，
却被告知需要缴纳停车费：1 天 30 元，3 年的停车费就高
达 32850 元。 男子：“我奥拓也就值 2000 元！ ”

＠ 北京青年报【小伙飞身撞车自残为求父亲关心】6 月
23 日，晋江安平汽车站路口：一男子或飞身胸膛扑车，或脑

袋当“武器”砸小车，不到 5 分钟，男子做出 6 次疯狂举动
致右脚骨折。 民警调查得知，男子 22 岁，因父亲反对他交
女友，两人大吵，为胁迫父亲关心自己，杨某竟选择撞车自
残。 网友留言说：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咋整的，这么有魔力。
撞残了，你爸要真能同意，你女友愿意养你一辈子？！

＠ 东南商报【男人为啥爱看美女】专家给出的回答 :①
由人的生物性决定,背后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动力。②
看到年轻貌美的异性,男性感觉快乐和满足。③英国研究显
示,男性每天凝望美女 10 分钟,相当于做 30 分钟有氧运动,
平均寿命可延长 4 至 5 年。④可凸出男性特征,吸引更多关
注。 男同胞们,是这样吗?

热媒热议

李鬼变身记
□ 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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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 漫 画

励志的故事
◎ 谈芳波

名人名言

开 心 茶 馆

梦虽虚幻，却是自己的梦想；位虽低微，却是自己的岗位；屋
虽简陋，却是自己的家；志虽渺小，却是自己的追求。

该坚持时就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该改变时就改变，以万变应不变。

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比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更重要；有一种良好的习惯比有一种熟练的
技巧更实用；有一股青春活力比有一副健全的臂膀更有力；有一身勇气和胆识比有一门
知识更强劲。

真正的耳聪是能听到心声，真正的目明是能透视心灵。 看到，不等于看见；看见，不等
于看清；看清，不等于看懂；看懂，不等于看透；看透，不等于看开。

人生像攀登一座山，而找寻出路，却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我们应当在这过程中，学习稳定、冷静，学习如何从慌乱中找

到生机。 ———席慕蓉

弓弦越拉得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 ———罗曼·罗兰

无论你怎样喂狼，它的心总是向着森林的。 ———屠格涅夫

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一个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你应该继续在这一条狭路上迈
步前进，因为无数竞争的人都在你背后，一个紧随着一个。 ———莎士比亚

“政府文件有两个字打印错误，需要重
新发布。 ”

———呼和浩特发文率先取消楼市限购，
随后官方又收回文件称有错字。

“这两起民事案件均为 2012 年 8 月作
出的判决，立案时间却为 2012年 9月。 ”

———河南法官收 30万好处费伪造判决
书，因写错时间被发现。

“同学们上课都是关紧门窗的，也不敢
再到室外上体育课。 ”

———浙江一中学毗邻工业区，学生连续
半月流鼻血，老师称只能关窗上课。

“我们之间不认识，踹他就是无聊。 ”
———北京男子将陌生人一脚踹进湖并

拍成视频，接受采访时称为了“好玩”。

“为了保证稿件质量，本店一天接稿不
超过 3篇，敬请谅解。 ”

———网络代写盯上“民主生活会”，一篇
“个人心得”要价一百元。

讽刺与幽默

一语惊人语丝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