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舐痔得车
古时候袁宋国有一个人名叫曹商遥有一次袁

宋王派他出使秦国遥 他临走时袁宋王赏给他几
辆车袁让他享用遥到了秦国以后袁不知怎么秦王
很高兴袁就赏赐给他百辆车遥

曹商回到宋国以后袁有一天袁在路上碰见
了庄子袁便得意洋洋地对庄子说院

野要说是住在穷乡陋巷袁 贫困得靠织草鞋
为生袁饿得脖子细长袁面黄肌瘦袁这是我的短
处遥我无法与您相比曰但是袁一旦见到大国的君
王袁就能得到百辆车马的赏赐袁这就是我的长
处啰袁这点您可比不上我啦遥 冶

庄子笑着说院野我听说秦王有病请人给他
医治袁谁能把他的痔疮弄破袁就赏给谁一辆马
车袁谁能用嘴舐他的痔疮袁就赏赐车子五辆袁谁
要是能用更下流的方法治好他的痔疮袁那么赏
赐他的车辆越多遥 请问袁您是怎么给秦王治痔
疮的钥 怎么得了那么多车子呢钥 你走开点儿
吧浴 冶

从此袁曹商"舐痔得车"臭名远扬遥

揖大道理铱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袁并不能
说明其人格的高下遥
说不定那些使他自
以为荣耀无比的财
富袁正是它低下人格
的标志呢遥

林枫

老爸的绝招

机器人
女儿骑在她爸爸肩上玩袁把她爸当机器

人使唤指挥着前进尧后退袁一会左转再右转袁
享受这种主宰操控游戏袁玩得不亦乐乎遥

但是机器人毕竟是机器人袁从客厅去卧
室的时候腰都不知道弯一下遥

做企业
做企业就像做一个捕鼠器袁西方的企业

家袁 一辈子致力于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捕鼠
器袁能抓到最多的老鼠曰而中国企业家致力
于得到获得捕鼠器的特权袁希望整个房间里
只有自己能抓老鼠遥

急转弯
问院野树上有两只鸟袁一只聪明鸟袁一只

傻鸟遥 聪明鸟要两枪才能打死袁而傻鸟一枪
就够了遥 但一个猎人只用两枪就把两只鸟
给打死了袁请问为什么钥 冶

答院野一枪打死傻鸟袁边上的聪明鸟吓傻
了遥 冶

结过婚
一个胆小紧张的证人正在接受律师的

询问遥 律师厉声问道:野你是否结过婚?冶野是
的,我结过一次遥 冶证人声音很小,还有些颤
抖遥野那么你和谁结婚了?冶野一个女人遥冶律师
有些发怒,野废话,你当然是和一个女人结婚
了遥你听说过有谁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吗?冶证
人颤抖着说:野听说过,我姐姐就和一个男人
结婚了遥 冶

爱做梦
有一个人袁经常做同一个梦袁在梦中老

是发觉自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世界秘密袁可
是一醒过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遥 终于有一
天袁 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世界秘密给挖掘
出来袁于是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袁再上床
睡觉遥 当他又做梦时袁就趁着似醒非醒的时
候袁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遥当他醒来时袁
只见纸上写着院香蕉大则香蕉皮也大浴

不用急
有一次袁一条渡船过河时袁船身突然撞

上了礁石遥 河水不断地涌进舱里袁旅客们惊
慌失措遥 唯有一位先生没事似地坐着不动袁
并且讥笑众人大惊小怪遥 野不用着急嘛浴 关
咱们什么事遥 冶那人说袁野莫管它漏水浴 船又
不是咱们的遥 冶

教孩子
话说一对年轻夫妻有一个刚开始牙牙

学语的孩子, 老公看老婆常常很用心地教
导孩子野叫爸爸冶,这个做老公的大受感动,
认为太太真好先教孩子叫爸爸 , 而不是先
叫妈妈,觉得真幸福遥 在孩子半夜醒过来要
吃东西时袁张口就叫野爸爸冶遥

赖立清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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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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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京华苑餐饮有限公司遗失江西省通用
手工发票一份袁发票代码:136071415331袁发票
号码:03872662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赖小毛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55926袁 特此声
明遥

绎 班 艳 红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412825199005048565冤遗失户口迁移证壹张袁
迁证时间院2015年 11月 20日袁现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客家亲米粥时尚餐厅遗
失江西省通用手工发票一份袁 发票代码 :
136071415331袁发票号码:03838835袁特此声明

作废遥
绎编号为 L360205402(蔡乐熙冤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袁父亲院蔡志权尧母亲院吕文袁特此声
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61206008X号 渊赖亿敏冤 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大布特色鱼头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贰份袁 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
01032493尧01032549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天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7年 10月 1

日至 10月 13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城市停车场(城
东)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详情查阅江西省
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
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要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9月 11日

刘家村有个刘老汉袁特别喜欢看
叶三国演义曳袁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
步遥

刘老汉有个宝贝女儿袁长得很漂
亮袁转眼到了出嫁的年纪遥 刘老汉想
给她找个好女婿袁 琢磨来琢磨去袁琢
磨出这么个标准院必须精通叶三国演
义曳遥

野老头子袁还耶三国爷呢袁你咋不干
脆招个状元女婿呢钥 冶刘老汉的老伴
儿觉得挺不靠谱的遥

野老婆子呀袁精通耶三国爷的年轻
人袁肯定聪明又机灵袁你瞧着吧遥 冶刘
老汉笑眯眯地回应遥

第二天袁刘老汉在门口挂出一张
纸袁左写四个大字院猜谜招婿遥 中间写
一条谜语院喜鹊落梅梢要打两个叶三
国演义曳人名遥 右写一行小字院猜中者
入门面谈袁合格者招为佳婿遥

这选婿法子真新鲜遥 人们围拢过
来袁 把刘老汉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遥
只是这头一关就把大家难住了遥

野我知道遥 冶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
子分开人群袁扯下纸袁闯进门去遥

小伙子向端坐屋中的刘老汉深
施了一礼院野老伯在上袁 容我答来院喜
鹊落袁必然收拢翅膀袁当是关羽曰落在
梅梢袁 是驮在花枝上袁 一定是华佗

了遥 冶
刘老汉忙让小伙子坐下来袁先问

姓名遥 小伙子自称姓严名亮袁今年二
十八岁遥

刘老汉问第一个问题院野叶三国演
义曳中有姓而无名者是谁钥 冶

严亮答院野江东乔玄有二女袁人称
二乔袁大乔配孙策袁小乔配周瑜遥 人们
光称其姓袁不知其名遥 冶

刘老汉野嗯冶了一声袁又问第二个
问题院野叶三国演义曳 中有名而无姓者
又是谁呢钥 冶

严亮回答院野司徒王允有一歌姬袁
名叫貂蝉袁有名无姓遥 冶

刘老汉连连点头院野对遥 冶再问第
三个问题袁野叶三国演义曳 中无名无姓
者是谁呢钥 冶

严亮说院野张飞怒打督邮袁那个督
邮就没名没姓遥 冶

刘老汉听了袁乐得胡子都飘起来
了院野不错袁不错遥 冶

严亮站起来袁恭恭敬敬地问刘老
汉院野小侄斗胆袁 也有一题请老伯指
教遥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袁三个人以前
都是干什么的钥 冶

刘老汉哈哈大笑院野三岁小孩儿
都知道袁刘备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之
后袁可是小时候死了父亲袁跟母亲编

席子尧卖草鞋过日子曰关羽流落江湖袁
卖过豆腐曰張飞杀过猪袁开过酒铺遥 冶

严亮又问院野那赵子龙过去做什
么生意钥 冶

刘老汉皱着眉想了很久袁 摇摇
头院野难道我书看得还不够细钥 这倒没
有看到过袁也从没听别人提起遥 难道
贤侄知道吗钥 冶

严亮得意地说院野我是在戏里听
姜维说的袁他说赵子龙是卖年糕的遥 冶

刘老汉一听袁更加惊喜地说院野果
然后生可畏袁这可是个新发现遥 你快
说说袁姜维是怎么说的钥 冶

严亮说院野京剧叶天水关曳那出戏
里袁姜维是这么唱的院耶这一班五虎将
俱都丧了袁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遥 爷
这不就是耶卖年糕爷吗钥 冶

刘老汉一听袁一拍大腿袁说院野好
小伙子袁就凭你这两句袁我就收你为
女婿了遥 冶 江海生

野三国迷冶招女婿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