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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刻
●上课铃响了，学生一窝蜂拥进

教室。老师堵住一个迟到的学生问

道：“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星！”学生回答。

老师启发他说：“对老师讲话时

要有礼貌，必须加上‘先生’这个称

呼。好，现在回答我，你叫什么名

字？”

“王小星先生！”

●一男士中了奖，奖品是一个玩

具。家里有三胞胎，玩具怎么分呢？

他只好把三个孩子都叫到跟前，

说：“谁最听妈妈的话，从不和妈妈顶

嘴，妈妈让他做什么就乖乖地去做什

么，谁就能得到这个玩具。”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爸爸

能得到。”

●儿子晚上老是看电视，白天上

课时免不了要打瞌睡。

一次语文课老师要求写一篇作

文，题目是《假如我是蜘蛛》。

迷迷糊糊的儿子下课后问了问

同学，晚上在家绞尽脑汁写了一篇轰

动全校的“假如我是只猪”……

●妈妈：“电动玩具和100分，你

选哪一样？”

小明：“100分。”

妈妈：“你还是挺上进的嘛。”

小明：“爸爸说如果我考100分，

就送我电动玩具。”

●楼下新开了一家快餐店，老板

娘的女儿是个美女，而且饭做得不

错，遂将其作为我的私家食堂，每天

必去。

如此三个月后，跟美女也混熟

了，终于有一天她不让我光顾了，说

油不干净……

●火车上，一对父子正在和列车

长攀谈。

这位父亲问：“你在火车上多久

了？”

列车长回答：“3年多了。”

儿子惊奇地问道：“爸爸他要去

哪儿的呀，坐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

●一著名诗人的妻子穿着一套华

丽晚礼服出现在宴会上，艳惊四座。

有人对诗人赞赏地说：“太棒了，

您太太今天的装扮简直就像一首

诗！”

诗人摇头答道：“岂止是一首诗，

足足花了我半部诗集的稿费！

●阿姨让我看着2岁的小表弟。

我带他去逛街，上厕所的时候，担心小

家伙被牵走，就拉着他一块儿上女厕。

哪晓得，小家伙死活不进来，还

说：“妈妈说，我是男孩子。”

我实在憋不住了，一急，就对他

说：“你长大以后就没机会进了！”

●昨晚我终于忍不住了，冲老婆

大吼：“我娶你就是让你这么欺负我

的么？结婚前你不是这样啊？你的

良心到哪儿去了？”

老婆冷冷道：“被你吃了。”

●小时候想当个美少女战士，后来

想当美少女，到最后就只是战士了。

●人就是累，不然也就不会叫“人

类”了。

●我们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追

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

●人的眼睛有5.76亿像素，但却终

究看不懂人心。

●人生就像旅途，不必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是沿途的收费站及油表跳动的

心情。

●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就是：你不仁，

我不易。

●多希望收到压岁钱的时候，打开

里面写着“再来一包”。

●对于吃货来说，过年过节只是他

们肆无忌惮吃东西的挡箭牌而已。

●现在无房无车无妹子的三无宅

男有新名称：低碳哥。

●站在体重秤上看到显示的数字，

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文学的词儿，插翅难

飞……

●领上世纪的工资，穿前年的衣

服，住下辈子的房子。

●最痴情的莫过于靶，即使被伤得

遍体鳞伤，还依然一颗红心等待。

●一打开电视总是会碰到广告，一

打起瞌睡总是会遇到主管，这就是人

生。

●我知道天下无不散宴席，可是至

少宴席上我要吃得爽。

●我想把自己裁剪得适合每一个

人，结果我的剪刀坏了。

●有些人人格分裂得自己都能建一

个聊天室了。

●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

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

●工作是件无趣的事，若是前面再

加个找，那就是无趣加无奈了。

●你的废话比广告还多。

●装了一整天的孙子，不会兵法的

那种。

●生活就是要这种态度，牙再大，也

要笑。

●别看不上你老婆挑的东西，你也

不过就是其中之一。

●不想开学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

证明他们在校没有处对象。

默
幽

灌水

男女情诗
男：东边不亮西边亮，俺想和你搞对象。

女：万里长城永不倒，感觉咱俩有点早。

男：人生自古谁无死，情书写满大堆纸。

女：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俩结婚未必行。

男：山外青山楼外楼，恋爱婚姻都自由。

女：万水千山只等闲，还不赶快去赚钱。

男：该出手时就出手，车子票子咱都有。

女：车到山前必有路，二人相牵哪住宿。

男：英雄本色心不改，想住高楼咱去买。

女：爱我地老到天荒，无事找事把我伤。

男：月亮代表我的心，嫦娥一人度光阴。

女：万事俱备就差房，有房今晚就拜堂！

▲武松打虎出名后 □唐少仪 ▲回击 □吉俊明

▲对付绝招 □李济川 ▲协奏拍 □马恒超

▲“烫手的山芋” □张天赐

▲女人啊，女人！ □周锐

▲老鼠和贪官一样贪婪成性，

都有自己长的忒“尾巴” □毕传国 ▲下班了 □夏明

本报讯 备受锦峰实验学校师生

们期待的第三届“中美”英语夏令营于

昨日上午开营了，在接下来的半个月

里，10名美籍教师将给该校参加夏令

营的学生带来精彩的英语课。宝盖镇

仑后旅菲侨亲、锦峰实验学校校董会

董事长黄明潭先生宣布夏令营开营，

并授营旗；旅美教育专家陈巽华博士、

旅菲锦峰同乡会理事长黄金星先生，

宝盖镇、仑后村和镇村两级关工委有

关负责人出席昨日的开营仪式。

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学好英语，仑

后村旅菲侨亲黄明潭先生发起，并出

资赞助锦峰实验学校举办“中美”英语

夏令营，活动同时也得到了锦峰实验

学校校董会、旅菲锦峰同乡会等各界

的大力支持。据悉，2008年至今,锦峰

实验学校“中美”英语夏令营已举办了

两届，今年为第三届，成为该校一个特

色活动、学生提高英语水平的良好平

台。 （记者 林智杰 李荣鑫 文/图）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2周年，日前，宝盖镇仑后村党支部组织

村两委、党员赴永春县两个兄弟村交流。

此次交流起于永春县两名到石狮

挂职的村支书。今年4月至5月，泉州

市组织开展村干部异地挂职锻炼“3+

1”活动，永春县下洋镇大荣村、石鼓镇

东安村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到仑后村

党支部挂职副书记。为了拓宽党员干

部的视野，加强与周边兄弟村落的交

流，仑后村党支部借“党员活动日”，组

织村两委、党员赴永春下洋镇大荣村、

石鼓镇东安村，与两个兄弟村的村干

部、党员代表就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

等问题进行交流，互相探讨经验。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丽霞）

昨日，凤里街道新华社区与共建单位73315部队73分队联合举办党的十
八大报告知识竞答活动，以庆祝建党92周年。军地双方支部共60多位同志
参加，抢答现场气氛活跃。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蔡世江）

本报讯 昨日上午10时许，蚶江

镇莲东村新村大道扩改造工程施工现

场，10多名施工人员冒着高温抓紧施

工作业。记者了解到，莲东村“一事一

议”项目——新村大道扩改造工程自

4月底开工以来，整个工程按时序推

进。目前，该工程已完成道路两侧排

污管道铺设、路面拓宽2米等工作，接

下来将进入道路两侧的马路砖铺设施

工阶段。

“莲东村新村大道早在几年前铺

设时，由于资金不足，道路两侧的排污

排水管道、路灯等没有配套到位，遇到

下雨天气或在夜间，村民出行极不方

便。今年，村两委把新村大道扩改造

工程作为‘一事一议’项目来抓。”莲东

村党支部书记林金清介绍，该村把“一

事一议”项目建设作为一件惠民工程，

千方百计解决村民群众热点问题，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变村容村貌，

加快莲东“新型社区”建设步伐，为村

民群众谋福利。

据了解，莲东村新村大道连接港

口大道和石蚶路，该工程总投入近60

万元。新村大道改造后，路面将从原

来的7米拓宽为9米，道路两侧设置排

污排水管道。同时，路的两侧还将铺

设马路砖、安装LED路灯、种植一批

景观树，美化村间环境。据悉，该村

“一事一议”项目预计10月底完工。

目前，10多名施工人员分阶段分项目

进行施工。

莲东村十分重视实施“一事一议”

项目，该村按要求成立了“一事一议”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召开村两委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确保“一事一议”项目

扎实推进；同时，该村加强对“一事一

议”项目的督查，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此外，该村强化监管，加强民生工程质

量监管，确保“一事一议”民生工程的

实施效果。

（记者 兰良增）

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永宁镇浯沙村的村民们就过着了如
海子期望的诗人般的幸福生活。

夏日的艳阳火辣辣的，我采访时
路过浯沙村，被村口小公园外一排花
圃吸引了，整排的花圃由数个小花圃
组成，小花圃里种着三角梅、迎春花
等植物，红色的、紫色的小花开得正
好，和绿叶簇拥在一起，清新宜人。
我仔细一瞧，不仅是小公园外围，村
主干道上这样的花圃还有好几个，一
直延伸到村里。我沿着花圃一直往
前走，一探究竟。

沿着浯沙村环村道，道路两边每
隔数米就有一个花圃，大多都在居民
家的外边，一开窗就能看到满满的绿

色。浯沙村临海，海边的环村道
也设置了同样的花圃。走在路
上，一边看海一边赏花，好不惬
意。有一户居民告诉我，他家门口的
花圃是一个多月前设置的，“瞧，现在
花开得正好。”按照他指的方向看去，
面前是盛开的鲜花，再远一点是广阔
的大海，这样的景致着实令人留恋。

回到村口小公园，我来到旁边的
村委会向浯沙村支部书记蔡上坚了
解情况。他告诉我，今年浯沙村的
“新型社区”建设工程以绿化为主，配
套道路硬化、排水沟等工程，投资近
130万元。“单个小花圃总数达300多
个，3个为1套，分别放置在村主干道
两侧。”有的花圃里种花，有的种树，

多种植被相互搭配，力求彩色和形状
耳目一新。

浯沙村并不大，300多个小花圃
将这个滨海小村打扮得很是别致，环
村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有花圃，
村民们也非常喜欢。蔡上坚表示，这
是浯沙村绿化工程第一期，下一阶段
将筹备第二期，力争把浯沙村建成花
园式的“新型社区”，让村民们享受幸
福的村居生活。 （占婷 李荣鑫）

本报讯 农村党员如何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实现“塘园梦”？7月1日，

灵秀镇塘园村召开党员座谈会，全村

46名党员以叙旧话新的形式，共同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谋划塘园村未来

发展蓝图。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围

绕“塘园梦”进行热烈讨论和充分

交流。该村党员普遍认为，塘园村

未来发展必须主动接受周边服装

城、纺织城的辐射，抓住“国家实施

城镇化战略”和“石狮推行全域城

市化”的历史机遇，实施旧村改造

工程，建设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

“新型社区”。

（记者 傅文忠 通讯员 谢添贵）

本报讯 昨日下午，湖滨街道召

开创建安全发展城市、创建省安全

社区和安全生产监管业务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由原省安全生产科学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林宏源主讲，街道

各单位、各社区、湖滨派出所、湖滨

工商所、特营工商所、湖滨中心校派

代表出席会议。

培训围绕创建安全社区的意义、

作用及措施，强调建立预防机制，规

范生产行为，推进安全社区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培训内容包括：安全社

区创建机构要整合各方面资源，开展

社区安全促进工作；建立和健全事

故、伤害预防的信息交流及全员参与

的机制；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加大力

度发展安全促进项目；注重安全生产

教育及培训；寻求建立和健全综合性

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响应方案；做

好监测与监督，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

档案等。 （记者 杨德华）

本报讯 近来，在永宁镇下宅村

内，二女贫困户陈某炳夫妇忙碌着

新房的搭建工程。陈某炳夫妇所建

的新房被列入了永宁镇计生办、计

生协会确定的2013年永宁镇农村

“二女户”安居工程，并已经通过市

有关部门的审核，他们的房子建好

后将得到4万元的补助款。

据悉，通过对全镇24个村居的

摸底、调查，永宁镇2013年“生育关

怀�二女户安居工程”共有6户二女
户家庭符合申报条件，最终通过审

批的有5户二女户家庭，这些二女

户的房子大多属于危房，且家庭收

入较低，生活困难。永宁镇计生协

会详细地了解5户二女户家庭的情

况后，立即着手帮助他们申报“生育

关怀�二女户安居工程”，切实落实
计生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利益导向

推动计生工作。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明晓 菲菲）

滨海小村
花香四溢
时间：7月2日 地点：永宁镇浯沙村 天气：晴

锦峰实验学校第三届“中美”英语夏令营昨日开营

10名美籍教师到仑后授课

湖滨举办
安全生产业务培训

永宁5户二女户
圆安居梦

莲东“一事一议”项目解民忧

塘园党员畅谈“塘园梦”

仑后组织党员赴兄弟村交流

主办：市计生局 市计生协会

承办：石狮日报社

人口与计生之窗

协办：
凤里、湖滨、灵秀
宝盖、蚶江、永宁
祥芝、鸿山、锦尚

计
生
办

■纪念建党92周年

在黄明潭先生、陈巽华博士的努力下，10名美籍教师来到锦峰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