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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贾校长到县教育局里出席一个反
腐倡廉的紧急会议。会上，钱局长传达了县委
书记的讲话，书记要求，近期不断接到群众来
信反映的腐败问题，到年底了，各部委办局、
乡镇一定要加大反腐力度， 并搞好自查自纠
工作， 把有腐败行为的典型事例要及时报上
来， 并要求各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把此
事落到实处。 在会上， 县委书记特别点了医
疗、教育两个方面的乱收费问题。被县委书记
点了名，钱局长吓出一身冷汗，他决心深挖其
系统内的腐败分子， 要求每一个中小学要深
挖细排，“选”一名腐败分子！这会议精神一传
达，各部门科室、中小学校长交头接耳，人全
傻了眼。

贾校长开会回来后， 连忙组织学校管理
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会议精神， 可事关重
大，大伙都不说话。 见大家都一言不发，贾校
长只好挨个点将， 他先对分管高三的孙副校
长说：“孙校长，这事你怎么看？ ”孙副校长忙
说：“我在任副校长这几年， 做到了勤勤恳恳

工作，老老实实做人。 在腐败的问题上，我受
到党教育多年，始终保持一颗清廉的心，是能
够经得起组织的考验的。 ”

随后， 贾校长又对后勤朱主任说：“你们
后勤呢？ ”

朱主任清了清嗓子说：“大家都知道我
们后勤是为教学一线服务的， 为大家服好
务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更是我们的责任。我
们食堂不断变化花样，为教职员工吃的好，
吃的舒服花了不少心思。 但是作为我个人
来说呢，有时候在学校值班忙，就到食堂吃
饭，师傅打菜时就多盛给我几块肉，多给我
一个馒头。这说明我有腐败的苗头，是资本
主义的腐朽思想在作怪， 请大家给我改正
的机会，今后做到管食堂，不多吃一口饭，
不多沾国家一滴油水！ ”

朱主任还有要说下去的意思， 贾校长意
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朱主任打住了话匣子。

大家都笑了， 拍手鼓掌朱主任敢于剖析
自我的胆量和勇气。 贾校长说：“朱主任带了

一个好头，大家要向朱主任学习，大胆剖析自
己，有的放矢，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进
步嘛！ ”

最后一个发言的年部主任是前年新分到
学校的赵主任。他说：“我们到农村贫困学生家
里家访是常有的事，有几次，到学生家里时，家
长看我们老远来了，很高兴，就留我们吃饭，临
走的时候，还送给我们时令的新鲜蔬菜，这很
使我过意不去， 虽然觉得不该吃家长的饭，拿
家长的东西，但家长的热情和心意又觉得不好
驳人家的面子，就接受了。 ”

大家都知道，小赵主任是去年全县实行教
育改革时，民选上来的年部主任，贾校长一直
不满意这个人选。他严肃地说：“小赵主任的综
上所述，违背了教师的师德，有损学校和老师
的形象，有悖于师德规范和我们所提倡的清正
廉明的工作作风。 这要引起重视和反思。 会后
你交一份检查，要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

小赵主任为自己的年轻终于付出了代价，
他被教育局树为当年的反腐典型！

选典型
□ 程广海

故事会

语丝语录 一语惊人

讽刺与幽默

过年时亲戚们的关心可以总结为一副对联。
上联： 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

联：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吗。横批：呵呵
呵呵。

正确回答应该是：
上联：这个嘛呵呵呵呵呵；下联：那什么哈

哈哈哈哈。 横批：阿姨吃菜。

对联
一批新员工找公司经理质问：“当

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
月薪 1500元到 3000元，可为什么我们
每月领到的实际薪水都是 1500元，不
是 2000元，更不是 3000元？ ”

经理笑道：“年轻人啊，你们太搞笑
了， 你们真以为 1500后面的数字是银
子啊？ ”

员工们问：“不是银子是什么？ ”
经理：“那是想象空间！ ”

想象空间

博士和美女约会后送美女回家，路过一家花
店。 美女拿起一束红玫瑰， 一脸娇艳地问博士：
“好看吗？ ”

博士老实答曰：“好看。 ”
美女又问：“真的好看吗？ ”
博士肯定地点点头，仍无任何行动。
美女终于忍不住提示他：“我也觉得挺好看

的，而且非常喜欢。 ”
博士十分诚恳地说：“喜欢就多看一会儿。 ”

博士相亲

＠ 人民日报【底层上升通道受阻 一代穷世代穷】高考临
近， 一些农村孩子却说，" 上四年大学， 到头来工作还是不好
找，不如现在出去打工。 " 这传递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
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 补
齐短板，让农村学子重燃希望，社会就能前进一大步。

＠现代快报【儿童节，怎成了“拼爹”节？】“我爸是副处长，
他手下送我台学习机”，“你爸太没面子了， 别人来求我爸办
事，直接就给我订了一个 iPad”，“我爸拿出三万块钱，带着我
给孤儿院的小孩送礼物”。 随着“六一”临近，孩子们的“拼爹”
游戏开始上演。 儿童节本该是孩子的美好回忆，还他们干净的
童年吧！

＠央视新闻【最牛妻子：梦游时打扫卫生！ 】据英国《太阳
报》，英国一 50 岁妇女喜欢梦游时洗碗、打扫卫生，甚至将家
中窗户擦得一尘不染。 这位女士和她的丈夫都对此相当满意，
他们也不打算去就医。 她说，这应该是所有家庭妇女和丈夫的
梦想，而且早上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 网友：能教教我怎么做
到吗？

＠南国早报【男子醉卧街头 醒来时被偷得只剩内裤】借
酒消愁愁更愁！ 5月 23日凌晨，广西柳州的陈先生因为感情失
意，喝得酩酊大醉。 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因酒气上涌，他竟迷迷
糊糊地在路边睡着了。 凌晨 4 时许，陈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偷
得只剩一条内裤。

＠ 安徽卫视【掌握一门“鸟语”很重要！ 】21 日上午，济南
公交司机刘师傅发现一只鹦鹉和一些医用药品， 但无法与失
主联系。 一筹莫展时，鹦鹉“说话”了：“祝小朋友早日康复。 ”
驾驶员因此猜想失主可能是儿童医院的医生， 最终通过这条
线索找到了失主。

＠ 新安晚报【公司副总嫌陪客户喝酒 K 歌辛苦 “转
行”做小偷】阿建曾是一家私营小企业专门负责销售的副
总经理，工资待遇还不错，只是经常要出差，还要陪客户喝
酒、唱歌到深夜。 阿建觉得很辛苦，2012 年他辞职回家走上
了“发财捷径”。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作案 18 起，盗得财物 6
万多元。

某女暗恋班上一练散打的帅哥，怎
么暗示他都不明白。一天她鼓足勇气，把
写有“某月某日某时，操场第三棵树下，
不见不散”的字条夹在他的课本里。羞涩
的她没有署名。那天，某女很期待地等在
树下。 帅哥终于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群
人。 皎洁的月光下， 帅哥看到树下的人
影，大喝道:“是你下的挑战书？ ”

挑战

忠诚的狗狗
□ 谈芳波

漫画

人活着真有意思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突然不知从哪里

传来了哀乐，也不知道谁家死人了。
第二天早上， 拉着小侄女的手出去溜达

了一圈，才知道是邻村的老刘去世了。
小侄女说：“人活着真有意思， 活着活着

就死了。 ”

摊主的妹妹
那天去菜市场买菜，有个摊主冲

我直乐,说我和他妹妹长得像。 一股亲
切感油然而生, 我所有的菜全在他摊
儿上买了。

当我拎着菜准备走时，顺口问了声
他妹妹的近况。 摊主叹了口气说：“我妹
子长得不好,到现在还没嫁出去。 ”

女儿 6 岁就上小学了， 每天都是老公接
送。 有一天，老公送女儿时感慨：“爸爸很辛苦
的， 把你送到学校， 还要买早餐回去给你妈
吃。 ”女儿不以为然地说：“灰太狼就是这样的
呀，他比你可怜多了，回去了还要挨打。 ”

灰太狼更可怜

青春里的友情， 是相互陪伴、 携手并进
的。 因为好朋友的存在，青春的路上不再孤单

寂寞。 人的一生中是会遇到很多朋友，而青春里陪你成长、共同进步的
那个人，或是一生都不用设防。

生活中，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到别人，但有时候，你的沉默会让人伤
得更深。

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 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
色的光芒。 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

“太厉害了，我几年大学白
读了。 ”

———桂林 68 岁农村老太当导游精通 11 门外语， 一女
大学生惊叹不已。

“我不会游泳，也不会去。 ”
———商洛市“母亲河”变泥水河，村民出万元请环保局

长游泳，局长委托下属办。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弄这事，让你们辛苦了。 ”
———西安男子骑山地车抢金店， 逃 10 米后摔伤被抓，

向民警自称笨贼。

“中海化控股集团张总、王总热烈欢迎项城市田局长来
郑州做客。 ”

———郑州一娱乐场所电子屏出现欢迎田局长字样，官
方称是恶搞。

“宁愿把钱撒给别人，死了也不留一分钱给儿女。 ”
———广西一患病老人无人照顾怪儿女不孝， 当街抛撒

2万多元现金。

绝对优势
话剧演出之前，导演从舞台侧幕的缝隙

中看了看台下寥寥无几的观众，回过头对演
员们说:“大家一定要沉住气! 今天在观众面
前，我们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有许多东西， 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
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

我们的负担。 ———毛泽东

想要凭权力和怒火确立其主张的人， 却发现他的理由非常虚
弱。 ———蒙田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不幸。 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完全
寄托于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 ——— 周国平

开心茶馆
热媒热议

名人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