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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脸
老师院你怎么每天不洗脸钥吃的早餐渣

还在脸上遥
小学生院 老师袁 那你猜猜我吃的是什

么遥
老师院果酱面包遥
小学生院老师袁你猜错了遥 那是昨天吃

的遥

介绍
班上来了一个插班女生袁她自我介绍院

野我未必会是最聪明的袁我未必会是最美丽
的袁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袁我未必会是最幽
默的遥 冶班上同学都称赞她的谦虚袁下课后
看了她的名字才知道袁她叫魏碧慧遥

工程
手机响了袁一看是我兄弟打来的袁立马

接听遥 电话那头院野喂袁兄弟袁我们有个工程
项目袁我负责招标袁分 4 个标同时施工袁由
于赶工期袁 可直接进场袁 目前还有一个标
段袁 你考虑下做不做?冶 我顿时激动万分院
野什么工程袁好不好收款?冶电话那头院野好收
款袁不垫资袁现场结算遥 冶我欣喜若狂院野什么
工程?现在过来和你谈遥 冶我放下电话袁就按
着约定地点赶过去了袁 我一进屋哭了遥 原
是袁野打麻将袁三缺一遥 冶

藏钱
刚刚被老婆发现了我的私藏钱遥好险袁

幸好我在那放了几张纸条袁写道院给老婆买
生日礼物的尧给老婆买结婚周年礼物的尧某
节假日买礼物的等等遥 她看到这些纸条开
心的熊样袁突然说院野怎么还未买给我呢钥 冶
我说院野还不是因为未确定要买什么品牌的
好呢遥 冶她转过身来给我个强吻遥

不痛
那天小王挤公交车袁 身旁一个矮胖女

人身子一晃袁一脚踩到了他脚上遥 女人回
过头问院野踩痛你啦钥 冶小王见她这么负疚袁
心里一热袁就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袁说院野不太
痛遥 冶话音刚落袁那女人立刻兴奋地说院野哈
哈袁这么说我减肥终于有效了浴 这些日子袁
我踩了好多人的脚袁 就你一个人说不太
痛遥 冶

整容
男友说院 你去整容的话袁 两块钱就够

了遥我得意地摸着下巴问院真的吗钥他说院是
啊遥坐公交去整容医院袁大夫一看摇头说弄
不了袁你再坐公交回去遥

啰嗦
子院野爸爸袁猪内脏的胆固醇很高袁你不

能再吃了遥 冶
父院野没关系袁我有肌醇片遥 冶
子院野你都这么胖了袁别吃肥肉了遥 冶
父院野没关系遥 我有减肥茶遥 冶
子院野你要加强锻炼身体袁否则噎噎冶
父院野你怎么这么啰嗦袁尽惹人发火遥你

不知道这几天我的血压又高了吗?冶
子院野没关系袁你有复方降压灵嘛浴 冶

造句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袁 让同学们用 野格

外冶一词造句遥
小三不会就问爸爸遥
爸爸想了一下说院野这么写吧院 在方格

纸上写袁不会把字写到格外去遥 冶
何雅轩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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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

户 主 杨 小 明 ( 身 份 证 :
36210219610205101X冤 户口
簿遗失袁户主院杨小明遥 成员院
黄素英尧杨和俊尧王金香尧黄
靓尧杨子恒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小明持有的证号为
103302-4220 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
红都商业城 4街第 2层第 20
号店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078120011017551X 号
渊唐草平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谢坊镇塘背村
山下小组朱水发持有的林权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最近袁 小北打听到老乡刘叔开
了家送外卖的公司袁 据说生意还挺
红火袁小北就想去应聘试试遥

老乡刘叔见了小北袁 问院野你有
啥才能没有钥 冶小北一愣袁想了想袁拍
拍胸脯说院野我认路呀浴 送外卖肯定
没问题浴 而且我还能吃苦噎噎冶

野就是颜值不够遥 冶刘叔打断了
小北的话袁 指了指公司里几个帅小
伙袁说袁野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女白领袁
她们见到外卖小哥长得帅袁 点外卖
就更勤快啦浴 冶

见小北不吭声袁 刘叔又问道院
野知道现在大米尧 蔬菜多少钱一斤
吗钥 冶小北答不上来袁嘴硬道院野这和
送外卖又有什么关系钥 冶

刘叔笑了笑袁 说院野现在行业竞
争大袁没点特色服务怎么行钥 很多小
区住户经常让外卖小哥上门时袁捎
带一些米尧菜等东西袁价格要适中袁
太便宜尧太贵都不行遥 冶

小北又蔫了袁 刘叔有些不忍

心袁说院野对了袁外卖小哥还有个技
能袁不知道你行不行钥 冶正说着袁刘
叔指了指一个正要出门的小哥袁对
小北说院野这个是阿龙袁他正要出去
送外卖袁 你跟他去跑一次就明白
了遥 冶

小北立马跨上电动车袁 跟了上
去遥 不一会儿袁阿龙把热腾腾的饭菜
送到了一间网吧遥 客户正打着游戏袁
见外卖来了袁赶紧起身袁而阿龙一屁
股坐了下去袁 熟练地接过鼠标和键
盘袁行云流水地操作起来遥

客户一边吃着小炒袁 一边笑着
说道院野阿龙袁你游戏级别高袁技术一
流袁幸好有你袁我才能腾出手来吃上
一口热乎菜啊浴 冶

小北看愣
了袁 不禁感叹
道院野现在要当
个外卖小哥袁门
槛真高啊浴 冶

林小燕

在新疆旅行时袁同房的是位看起
来应该有五六十岁的日本妇人遥

她自我介绍叫洋子袁一个人以自
助旅行的方式走丝路遥 从她被晒得黧
黑的肤色来看袁她的丝路之旅应该走
了好长一段时间了遥 正如她说袁她已
用搭班车及卡车的方式袁行南闯北走
了三个多月遥

但让人吃惊的话还在后头呢袁她
说院野为了能独自走这趟丝路袁我先去
沈阳读了一年的汉语袁然后再从沈阳
坐火车到北京袁北京坐火车来新疆乌
鲁木齐遥 冶

以她这把年纪了袁还用这种阿信
型的旅行方式袁 未免太噎噎自苦了
吧钥 面对我的讶然袁 她却淡然回道院
野这怎么算是吃苦呢钥 走丝路是我在
年轻时就存在的梦想袁我是在享受那
一步步圆梦的幸福啊浴 冶

后来在天山的哈萨克人牧场上袁
又遇见了位发须尽白袁活似卡片上的
圣诞老公公袁 只会用国语说谢谢袁多
少钱袁你好漂亮袁也是独自一人自助
旅行的美国老先生遥 有人问他贵庚钥

他顽皮地反问道院野你问我的头
发还是我的心呢钥 如果你问的是心的
话袁我只有十八岁遥 冶他说他是被台湾
的台风给刮来新疆的遥

在青海的机场袁也遇见一位七十
多岁袁只会用国语讲谢谢袁老得像只
弓背虾的澳洲医师袁他独自来青海旅
行的原因袁只是为了想亲眼看看传说
中美得像块蓝宝石的青海湖遥

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袁 有 34位
平均年龄 63岁的法国老人袁 驾着十
七辆房车袁 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
陆十多个国家袁 从新疆进入展开为
期九十天的丝绸之路环游中国的壮

举遥 年纪已七十八岁的一位老人袁光
着膀子钻进车底去修车时袁 一位年
轻的中国人问他院野你年纪这么大
了袁应该留在家中享福袁干嘛还要这
么受苦钥 冶

他怡然自得地回道院野我现在就
是在享十八岁时耶想爷的福啊浴 冶

揖大道理铱 人的一生袁野真正冶的
十八岁只能拥有一次袁 但心灵的十
八却是能永远的保有袁 愿每个人都
能如这些老人般袁 天天尧 年年都十
八遥 郑南洋

我的心只有 18岁

外卖小哥花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