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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广告太大胆
美国媒体 7 月 28 日报道， 近日美国爱达荷州

公路上出现广告牌，奥巴马照片与丹佛枪击案嫌犯
霍姆斯照片并排出现。广告称霍姆斯枪杀 12 人，奥
巴马以外交政策杀数千人。 刊登广告的人说，这个
广告旨在批评奥巴马当年承诺从阿富汗撤军，却食
言。 有民众称，广告“远远超过了底线”。

这个做法太无理
7 月 28 日，南京 28 路公交车上 ，一名姓吴的

男子因嫌上车的两民工身上汗味太重， 竟要赶农
民工下车，被车上其他乘客严词拒绝，车上绝大部
分的乘客对于那名男子的做法感到愤怒和不解 ，
认为赶民工下车太伤人的自尊了， 他们也无法接
受。 公交车司机则说：上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
谁也没权赶我的乘客下车。

这个奶爸太操心
“毒奶粉”逼长沙奶爸养 5 只羊，给女儿供奶。孩子

出生前一个月， 长沙人韦星雨跑到北京买来奶羊，目
的只有一个：让崽崽喝到安全的奶。 瑞士萨能奶山羊
3000 多块一只，加上运费共 4000 块钱。 一只羊每天要
吃 7 斤草，还要搭配 3 斤精饲料。 不过儿科专家表示，
鲜牛奶和鲜羊奶，3 周岁以内的婴幼儿不主张喝。

这项业务太穿越
最近，云南昆明的圆通寺推出一项神奇的业务：只要在超度亲人亡灵的时候多加 500 元，就可以保

证灵魂投胎去美国……

这条道路太危险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尼尔觉乡牛吾

村小学，许多孩子上学途中都要经过一座有 30
年历史、 长满锈斑的铁索桥。 支教老师问一个
小女孩，这么危险你怕不怕？ 她说不怕，经常走
也习惯了，这些虽然很苦，但是上学好，比在家
割猪草有趣。

这种私奔太离奇
云南威信县公安局扎西派出所民警探望辖区内 59岁的五保户老人张玲时，得

知其家中阁楼藏着一位 65岁的已婚老年男子王鑫。两人于 32年前结识，当时，王鑫
已有 4个子女，他们在秘密相处 8年后作出惊人决定，从老家私奔至扎
西镇龙井上街居住。 24年来，从家人面前“人间蒸发”的王鑫一直躲在
两人居住房子的阁楼中，从未出门，成了最铁杆“宅男”。

这位首相太没“面子”
英国政府给予首相、副首相、财政、文化、

防卫大臣等在内一共 9 名国家高层使用奥运
专用车道的特权，引来民众一片反对呼声。 顶
不住压力的卡梅伦只好下令，他，和所有议员
官员，一律不准坐专车去看奥运！ 一律坐公交
地铁！ 这下好了，一帮子议员纷纷表示，不陪
首相去看开幕式了，我们自己在家看直播去！

这个回答太“无辜”
7 月 27 日在牙买加奥组委发布会上 ，男

子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鲍威尔遭到
了挑战。 当被问及安全套问题时，30 岁的鲍威
尔羞涩中带点调侃地回答：“呃……我没用过，
我还是个处男。 ”底下 400 多个记者都笑疯
了……对于 30 岁奥运名将鲍威尔声称没有用
过安全套一事，网友认为这只能骗过三岁的小
孩子。

这个女人太神秘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蹭吃蹭喝

的见过，但您见过在奥运开幕式上蹭
入场式的吗？ 现在有了。 日前，印度向
伦敦奥运会组委会提出抗议，对奥运
会开幕式上一名神秘女子闯入其代
表团队伍一事表达不满 。 在 7 月 28
日举行的奥运开幕式上，一名身着红
色上衣、蓝色裤子的不明身份女子与
印度代表团旗手库马尔行走在一起。
印度方面确认，该女子不是印度代表
团的成员。

这个狗狗太勇敢
� � � � �北京“7.21”暴雨灾难中，房山区大石窝地区出现一条勇于救援的金毛猎犬。据当地村
民说，这条金毛猎犬在湍急的洪水中叼拾灾民的物品，反复地上岸下水上岸下水，这张图
片是它在帮助被困灾民叼起掉在水中的鞋，据说它已连续工作了 18 个小时都没休息。

（本版图文选自《扬子晚报》、《成都晚报》、《南方都市报》等）

事事事

上当的卡扎菲
1986 年 4 月 15 日，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遭到美军

空袭，毫无防备的利比亚军队在飞机飞到头顶时才拉响
防空警报，组织反空袭，可哪里还来得及，只能眼巴巴地
望着美军飞机扬长而去。

美国的这次空袭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其事先利用新闻媒体实施的欺骗。轰炸行动准备就
绪之后，美国副国务卿怀特·黑德突然一改强硬态度，声
称如果卡扎菲政府改弦易辙，不再进行恐怖活动，那么
美国将无意动武。 卡扎菲也随即表示，他也反对恐怖活
动。 这使得国际舆论连同卡扎菲政府松了一口气，双方
的关系也似乎接近缓和了。

然而就在 4 月 14 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突
然宣布：“针对利比亚的行动将在 72 小时内进行！ ”大家
都感到很疑惑，空袭利比亚，出其不意是关键，怎么可能
将如此绝密的消息公诸天下呢？ 于是各方纷纷认为这是
里根政府针对卡扎菲的精神战术， 意在让卡扎菲再让一
步，对此美国领导人既不证实，也不否认。 就这样，一场美
国人精心策划的空袭在新闻媒体的作用下，通过诚实这一
最上乘的骗术遮住了世人的耳目，也让利比亚军队放松了
警惕，以至于在遭到空袭后才作出反应，显然为时已晚。

不是吓唬是真打
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数万大军闪击科威特，国

际舆论一片哗然， 纷纷督促伊拉
克撤军。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更是进入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
布防，与伊拉克形成对峙。

而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不久，各国电视屏幕里天天
充斥着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战舰、飞机向海湾昼夜兼
程的画面。 美国媒体 CNN 不断地向外传递着美国决心
一战的信息：国防部已订购了数以万计的尸袋：退伍军
人服务部准备 1 个月内提供 2.5 万张医用床位，以接纳
战争中的伤员等等。

而与之呼应，美国官方的态度也越发强硬。美国白宫
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多国部队已准备就绪，并
将在最后撤军期限前几小时发动进攻。 ”各国普遍认为这
一消息太过坦率，完全不符合美国外交辞令的一贯风格。
这应该是在搞舆论威压，真正谈及战争恐怕为时尚早。

同国际舆论一样，萨达姆也认为美国这个在两伊战
争中坚定支持过自己的老大哥， 不会说翻脸就翻脸，所
谓开战应该只是应付国际舆论罢了。但事实证明萨达姆
被美国的舆论攻势彻底愚弄了，就在联合国规定的伊拉
克撤军最后时间的 18 小时后，多国部队的“沙漠风暴”
行动便付诸实施，伊拉克军队因为准备不充分很快就被
赶出了科威特。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张赟/文）

清朝康熙时期，有一位
大臣名叫明珠。 有一年，明
珠与几位贪官较劲，结果反
而被那几位贪官联合起来
反咬一口，陷害明珠贪污受
贿 ，而且证据 “确凿 ”，他们
纷纷跑到康熙皇帝面前告
状。

康熙对明珠一直颇为
信任，虽然他从心里不相信
明珠是这样的人，但看着那
一项项明明白白的“证据”，
康熙也只能依法办事， 将明

珠收入了监牢。明珠眼看自己就要面临身
首异处、家破人亡的下场，这时，他想到了
一个办法———通过他的政敌来救自己!

明珠让一位牢头传话给自己的政
敌，说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谋
反! 明珠的那些政敌们一听到这事情，纷
纷上书攻击明珠。 然而，康熙皇帝听到这
件事后，并没有大规模地调查，而是装模
作样、草草地调查了几下，然后以查无实
证的名义“断”了案。 并且，通过这一点，
康熙还把那些明珠“贪污受贿”的事情一
把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他对百官们说 ：
“那些所谓的贪污证据，其实是我派人暗
中设下的，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陷害明
珠， 而是要看看朝廷里到底有没有一种
相互监督的好作风! ”

原来， 康熙虽然没有办法证明那些
证据是别人陷害明珠的， 但他依然深信
明珠是被人陷害的，也正因此，他才迟迟
没有处斩明珠。 而正在这时，那些陷害他
的贪官们又告他“谋反”，要知道，谋反可
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必然会牵扯到明珠
的政友们身上。 明珠在朝廷里人缘好，威
望高，一旦查起来，人多势众的“明派政
友”为了保住自己，必然要下死力保住明
珠，这样一来，皇帝就要与整个明派对抗。

皇帝当然不怕手下的这些官员，但
是朝廷里一直是“两势相当、相互牵制 ”
的局面，如果打压明派政友，那就必然造
成另一股势力独大的局面， 甚至可能会

摇动皇帝的根基也未可知。这
是康熙无法接受的结果，所以
皇帝刚好趁此机会保住明珠，
以平衡朝廷力量。

（摘自《郑州日报》）

范旭东是位有远见的企
业家 ，原本从事盐业生产 ，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洋碱” 输入中国大幅度减
少，中国的碱市场出现异常稀缺的状况。 在范旭东的倡导下，中
国第一家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于 1918 年宣告成立。

英国卜内门公司一直垄断着中国碱市场，他们不甘心与永
利制碱公司共享市场，便调来一大批纯碱以低于原价的 40％在
中国市场倾销，企图以此挤垮永利制碱公司。 面对卜内门公司
的屡屡侵犯，范旭东决心还击。 但永利公司与卜内门公司实力
相差悬殊，无法正面与其抗衡。如果永利公司也降价销售产品，
用不了多久，实力就会损失殆尽，如果不降价，产品卖不出去，
资金无法收回，再生产无法进行，用不了多久，永利公司照样破
产。 如何是好呢？

范旭东先生苦思冥想，某日，他在书房踱步，瞧见了自己年轻

时因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留学时的相片，触
景生情受到启发，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暂避卜内门公司的
锋芒而去日本发展呢？ 日本是卜内门公司在远东的大市
场，卜内门公司产量有限，现在在中国市场倾销这么多碱，

那运到日本的数量肯定不多，日本碱市场肯定缺货。 何不来个“调虎
离山”之计，乘虚打入日本市场，等他们重点转向日本市场时，再猛击
他们在中国的碱市场，令对手穷于应付，首尾难顾。

永利制碱公司的纯碱，虽然在日本的销量只及卜内门公司
的 1/10，但是却如一支从天而降的轻骑兵，向日本的卜内门公
司发起突袭。 卜内门公司为了保住日本的大市场，迫不得已停止
在中国进攻永利制碱公司，主动要求谈判求和。 范旭东先生理直
气壮地说：“停战可以，但得有个说法，卜内门公司今
后在中国市场变动碱价，必须事先争得永利公司的同
意。 ”卜内门公司别无选择，只好同意了。

（摘自《经理日报》）

春秋时候，齐国的齐景公喜欢射鸟，他让一
个叫烛邹的人看管那些捕捉来的鸟，可是一不小
心，那些鸟却飞走了。 齐景公很生气，命令官吏杀
掉烛邹。

晏子是齐国的国相，知道了这事就对齐景公
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当面向他一一指出
罪状，然后杀他。 ”齐景公说：“可以。 ”于是就把烛
邹叫来，当着齐景公的面列数烛邹的罪状。 晏子
说：“烛邹， 你为我们齐王看管鸟却让鸟飞了，这
是罪状之一。 因为这事，使我们齐王为了鸟而杀
了人，这是罪状之二。 因为这事，使各国诸侯听到
这件事，认为我们齐王看重鸟而轻视了人，这是
罪状之三。 ”晏子列数烛邹罪状之后，请求杀掉烛
邹。 齐景公说：“不要杀了，我听从你的指教。 ”

这就表现出晏子说话的智慧了， 智者知道应
该不说什么和说什么，先说什么和后说什么。 晏子
说话的目的很明确， 一是要救人， 二是要教化齐
王。 但是，他很智慧，这不能直接说。 于是他顺着
说，“烛邹，你为我们齐王看管鸟却让鸟飞了，这是
罪状”，晏子在怪罪烛邹失职，这一点不错，双方都
能接受。 这样就让齐景公能够有一个沟通的平台，
否则直接批评的话，可能给齐景公火上浇油了。

接下来晏子说话开始由顺而逆了，直刺齐王
的错误。 然后加大逆势的力量，如果这种舆论一
旦造成“国际影响”的话，那损失就大了，不是几
只鸟所能比拟得了的。 这就迫使景公不但不能杀
烛邹，而且深受教育。 （摘自《老子与百姓生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1961 年 1 月 20 日，美国第 35 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宣
誓就职。 由于他是首位当选总统的天主教教徒，波士顿主
教卡辛应邀参加仪式并首先致词。 卡辛介绍了肯尼迪的

成长经历，对他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褒奖。 当人们以为这段开场白就
要结束时，卡辛却话锋一转，漫不经心地讲述起天主教的教义。

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就职仪式， 卡辛啰唆了大半天还没停下
来。肯尼迪只好临时决定，压缩演讲稿。整篇演讲稿被压缩成 52 句，
不到 1400 字，却因肯尼迪的精彩演绎，赢得了阵阵掌声。

仪式结束后， 肯尼迪对卡辛说：“我要感谢你把时间占用了大
半，这样才逼出了一篇好演讲稿！ ”卡辛怔住了，隔了许久才说道：
“总统先生，难道您也以为我是兴之所至，才作了超长的演讲吗？ ”肯
尼迪笑了：“事实就是如此呀！ ” 卡辛摇了摇头：“我上台后不久，
便发现讲台后冒出一缕轻烟，以为是炸弹的引信被点燃了。 为了
确保您的安全，我当下决定延长致词时间，以阻止您上台。 好

不容易等到烟消失，我确定是电线短路了，才放心地换您
上台。 ”肯尼迪随即来到讲台后面，果然看见一截已

被烧焦的电线，这才明白卡辛的用意。
（摘自《读者》第 15 期）

拿破仑曾说过：“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 在现代及
未来的战争中，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战争谋略手段，正日益
成为威力巨大的软武器。 要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 不仅要拥有过硬
的拳头，同时还应当具有够狠的舌头，能够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这一软刀子，
在精神上给对方制造混乱。

如果你一无所有， 还想活得有意思，活
出一番气象来 ，那你就要考虑跟个人 ，帮这
个人把事业做大， 再借助其成就和权势，实
现你的理想。 这是一种便捷有效的路径，很
多人由此而功成名就，两汉交替时期有个叫
冯异的人，堪称这方面的天才。

对象选得准
跟人是门大学问，不能靠运气，更不能碰

到谁是谁，必须运用智慧，等待时机，看好对象。
冯异精于此道，他本是王莽部下，在颍川当郡守
的属官，主要任务是守卫父城县。有一次作战间
隙，冯异出巡属县，途中被刘秀活捉。冯异承诺，
回去说服五个县的领导，一块儿投降，刘秀马上放人。 这
样，冯异就成了刘秀的部下，职务是主簿。 此时的刘秀还看
不出有多大前程，但冯异却独具慧眼，认准了刘秀。 他的理
由有三个：一是刘秀的队伍守纪律、不抢掠，说明这伙人意
不在钱财，而是有更高的追求；二是刘秀言谈举止有王者
风范，“非庸人也，可以归身”；第三个理由与他被俘又被释
放有关，他感受到了刘秀的胸怀和气度。

让人觉得你有价值
跟人的要点是，要让这个人知道你有能力 ，你的

存在，能左右他的事业，这样构成的跟随关系才牢靠。
在帮助刘秀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冯异既参与谋划，又独
当一面，其军事政治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刘秀赞叹
不已。 公元 25 年，刘秀带兵向北发展，冯异奉命驻守孟
津，敌方有 30 万大军。敌强己弱，冯异只需坚守，防敌入
侵，就算立下大功。 冯异认为拒守没多大意思，进攻才
显示水平。 于是，他施离间计，与敌方大将李轶达成默
契，轻松攻取两城 13 县。 不久后，冯异攻打赤眉，仍然
是敌强己弱，他又施用了巧计，一举灭了赤眉部队。 在
以后的日子里，冯异一面作战，一面施恩百姓，先后打
败了十多个独立政权，彻底平定了关中地区。 冯异确有
才能，其价值刘秀最清楚。 如果没有冯异，刘
秀也许还继续在别人手下当差；如果没有刘
秀，冯异也许早就流落民间。 两个人互相认
可，互相欣赏，把跟随与被跟随的关系演绎
得丰富多彩。 （摘自《国学》 陈晓光/文）

8 月 1 日，湖南福彩 2012 年“福彩相伴·清爽夏日”夏季营销活动之“夏
日福彩送清凉·欢乐草原牧牛羊”第三轮抽奖在湖南省福彩发行中心进行，
本次共抽出 20 名幸运得主。

本次抽奖特邀请常德的投注站业主与彩民代表亲临现场， 由彩民、业
主代表亲自按下抽奖启动键，共同参与和见证本轮“福彩相伴·清爽夏日”
幸运彩民的产生。 活动抽出的幸运彩票相关信息在 8 月 3 日《福彩天地报》
以及湖南福彩网（www. hnflcp.com）予以公布，请广大彩民注意查询核对。

今夏，我省“福彩相伴·清爽夏日”夏季感恩回馈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
在已经开展的“夏日福彩送清凉·欢乐草原牧牛羊”三轮抽奖活动中，共计
抽出 60 张彩票，而这 60 张彩票的持有者将成为免费参与呼伦贝尔大草原
快乐之旅的幸运彩民。 首批参加呼伦贝尔大草原免费之旅的彩民将于近期
启程。 （可欣）

“发奖金”是网点即开票中的常青票，自从在我省销售以来，以其简单
的玩法、吉祥的寓意始终受到广大彩民的高度喜爱。如今，“发奖金”升级版
“发奖金 5 元”登陆我省，在满足广大彩民娱乐、休闲的同时继续为大家发
奖金，并且一等奖增加到 12 万元，是原来 2 元票“发奖金”头奖的 4 倍。

“发奖金 5 元”面值 5 元，奖级 12 等，一等奖 12 万元，返奖率为 65%。
该彩票在保留广受彩民喜爱的找相同金额玩法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数字玩
法，中奖机会更多。 它共有两个玩法，两个玩法区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三个相同的奖
金金额，即中该单一奖金。 玩法二：刮开覆盖
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中
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
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其他不相同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无效。 （张越）

“福彩相伴·清爽夏日”第三轮抽奖产生幸运彩民 20名

“发 奖 金 5 元 ” 登 陆 湖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