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毛病
野男戴观音女戴佛冶 是什么

意思呢钥
男人戴观音袁是让男人少一

些残忍和暴力袁多一些像观音一
样的慈悲与柔和袁自然就得观音
保佑遥

女人戴弥勒佛袁是让女人少
一些嫉妒和小心眼袁 少说点是
非袁 要象弥勒佛一样肚量广大袁
自然得弥勒佛的保佑浴

童言
我表哥表嫂带我侄子过来

我家坐袁带来一大盒饼干遥 我把
饼干盒打开袁 拿一块饼干给侄
子遥

侄子坚决不吃袁 我说院野别
怕袁你爸妈同意你吃的袁吃吧浴 冶

他说院野不可能袁他们同意我
吃袁就不会拿来送人了袁他们都
说这是垃圾食品遥 冶

惊呆了
几年前去丽江玩袁住宿客栈

的老板是当地人袁 养了两只土
狗遥

我问老板两个狗狗叫什么钥
老板回答野这只是 Money袁那

只是 Lucky遥 冶
我惊了个呆袁心想这老板怎

么不按套路出牌袁便问道院野那么
高端袁还取英文名啊钥 冶

野就是旺财和来福遥 冶
郑慧娟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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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遗
失
声
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万年珍珠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袁注
册号院36078160013324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万年珍珠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袁注
册号院36078160013324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200104151028号渊曾玉芳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6703111030号渊刘南京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8410042014号渊钟福全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张世任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号院36210219500513581544袁特
此声明遥

公 告
根据 2018年 6月 4日瑞金市人民法院(2017)赣 0781执 668号之

三协助执行通知书袁被执行人杨荣清(即杨云石)名下房屋坐落于瑞金市
象湖镇凯丽商业街的 114号和 115号商铺(房产证号为瑞房权证象湖镇
字第 500018-11号袁面积 76.85平方米)袁该房屋所有权归买受人朱海平
所有袁因该房产证未收回到我处袁现对瑞房权证象湖镇字第 500018-11
号房产证予以公告作废遥 公告满期后袁买受人朱海平可依法到相关部门
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遥

瑞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 7月 2日

皮格和肖兰结婚后袁 时间长了袁皮
格感到结婚也就那么回事袁什么神秘莫
测袁风情万种袁不说荡然无存袁但也日渐
淡化遥 皮格一心想找回当初那种激情燃
烧尧充满浪漫的情调袁于是搜肠刮肚袁突
发奇想袁想尝试分居遥 在他看来袁分居后
团圆袁那必定是野小别胜新婚冶浴

心动不如行动袁这天袁皮格油嘴滑
舌地对肖兰说院野咱俩尝试一次分居袁怎
么样钥 冶

肖兰坏坏地一笑袁一口答应了遥
这天袁是小长假的头一天袁皮格突

然失联了遥 肖兰打他的手机袁他也不接遥
到了傍晚袁 皮格才给肖兰发来一条短
信袁说他尝试分居去西藏了袁已过了西
宁袁到了格尔木袁即将翻越唐古拉山遥

天啊袁西藏高寒缺氧袁山高路险袁坡
陡弯急袁到那儿去玩命呀钥 肖兰急得要
哭袁她连忙操起手机袁回短信说院野老公袁
多保重浴 冶

皮格见了肖兰的短信后袁心里乐陶
陶尧甜丝丝的袁看来玩分居有效果了袁索
性趁热打铁袁发短信说院野现在你知道疼
我了袁可在家里袁你有哪点疼我呀钥 你再
不疼我袁我就到西藏做和尚了遥 冶

这下肖兰急了袁发短信说院野你做和
尚袁我就做尼姑浴 冶

第三天袁肖兰突然收到一条危言耸
听的短信院野老婆袁不好了袁我在外嫖娼
被抓了袁速汇 1万块钱到我卡上遥 不交
罚金袁我回不去遥 冶

玩了三天分居袁就熬不住袁闯下祸袁
还有脸向我要钱钥 肖兰肺都气炸了袁转
念一想袁毕竟夫妻一场袁怎能说不理就
不理呢钥 不得已袁肖兰不情愿地给皮格
卡上打了 1万块钱遥

钱汇出不到一小时袁皮格奇迹般地
出现在肖兰面前袁 幽默地说院野老婆袁你
把我想死了遥 冶随后袁他从大包里取出一
条黄澄澄的金项链袁一个亮晶晶的女式
包袁说院野这都是用你汇的钱买的遥 冶

肖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袁
说院野你又不是孙悟空袁怎么说回来就回
来了钥 冶皮格牛气冲天地说院野不是孙悟
空袁就不会翻跟头钥 夫人袁我说去西藏袁
是哄你的袁其实是在西城区同学家耶藏爷

了几天袁在那复习计算机课程袁迎接中
级职称考试遥 冶

肖兰嘴巴一撇袁讽刺道院野撒谎撒到
世界屋脊袁 分居玩得登峰造极袁 有才
呀钥 冶说完袁她拧着皮格的耳朵袁往卧室
里拖噎噎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袁生活又回到原
地踏步遥 这天袁肖兰下班回来袁皮格突然
将她挡在门口袁正儿八经地说院野你到娘
家待几天袁咱俩再玩一次分居遥 冶

犹豫一下后袁 肖兰说院野分就分袁谁
怕谁钥 冶说完袁她一转身袁赌气跨上电动
车遥

肖兰一到娘家袁马上把来意告诉了
娘袁娘心直口快袁说院野太荒唐了浴 过日
子袁不可能天天有惊喜袁平平淡淡才是
真遥 分居袁感情不和才分居呢袁哪有像你
们这样袁为分居而分居的钥 用分居来制
造激情袁扯淡浴 冶顿了顿袁娘又说袁野不能
由着皮格的性子来袁万一他表面上玩分
居袁背地里做些见不得人的事袁那就糟
了遥 肖兰袁两口子生活在一起袁是检验一
方有没有外遇的最好方法袁 你与他分
居袁不在一起袁咋检验钥 快回去袁看他在
家做什么钥 要么袁先发条短信给他袁看他
怎么回答你遥 冶

肖兰想想袁觉得娘说得对袁就给皮
格发短信袁说院野夫人查岗来了袁你要是
在家出卖我袁就跟你算账浴 冶隔了好久袁
皮格才没头没尾地发来野六个点儿冶遥

野这还了得袁请个私家侦探去遥 冶娘根
据野广告上提供的线索袁与一个叫野钉子冶
的私家侦探取得了联系遥 她告诉钉子袁女
婿将她女儿骗回娘家袁 自己一人在家袁她
不放心袁请他去侦探一下遥 钉子觉得这事
不难袁也不出格袁于是满口答应了遥

钉子蹬着一辆破三轮车袁车上放着
不锈钢脸盆和几部破手机袁悠哉悠哉地
来到皮格居住的楼下袁观察了一下地形

后袁钉子灵机一动袁像猴子一样袁灵巧地
爬上一棵脸盆粗的香樟树袁将野不锈钢
脸盆兑换旧手机冶的牌子袁挂到树杈上遥
其实袁他是想站在高处袁观察二楼皮格
家的动静遥

突然袁钉子看到皮格家里有个妙龄
女子的身影一闪遥 有情况浴 他迅速从树
上爬下来袁拿着一个不锈钢脸盆袁三步
并作两步袁 来到皮格家门口袁野当当当冶
敲起来遥

皮格以为邻居失火了袁忙开门遥 钉
子一见皮格袁不敲了袁欠了欠身子袁说院
野老板袁打搅了袁请问你家有旧手机吗钥
可以换脸盆哦浴 冶

皮格没好气地摇摇头袁说院野没遥 冶站
在一旁的妙龄女子提醒皮格说院野别说
没袁有也不能换袁听说有人以脸盆换旧
手机为由袁窃取人家的信息和隐私遥 冶皮
格一听袁顿觉有理袁野咣当冶一声袁将门关
上遥

虽说钉子吃了个闭门羹袁但心里很
满足袁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一男一女在一
起的实情遥 钉子连忙返回袁将所见所闻
添油加醋地报告给肖兰母女遥 肖兰一
听袁顿时火冒三丈袁急吼吼地跨上电动
车袁打道回府遥

到了楼下袁肖兰定了定神袁心想袁冲
动是魔鬼袁 如果抓不住皮格什么把柄袁
拿他没辙袁得先看看家里有什么动静再
说袁但就这么在楼下看不清袁于是想到
了对面二楼上的邓大姐遥

邓大姐是肖兰最要好的朋友袁经常
在一块儿打麻将袁 听肖兰说要躲在她
家袁观察自个儿家里的情况袁不仅没阻
止袁还找来一个望远镜给肖兰袁这正合
肖兰的心意袁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遥

肖兰躲在窗口袁朝家里观察院窗帘半
掩着袁她看到一个妙龄女子袁留着短发袁
穿着矮领短衫尧低腰短裤袁撅着屁股袁在

床边手忙脚乱的袁不知在忙活什么遥
肖兰屏住呼吸袁目不转睛遥 不大一

会儿袁肖兰见皮格将衬衫一脱袁光着膀
子袁匍匐在床沿噎噎

这下肖兰急了袁连招呼也没跟邓大
姐打袁就愤愤下了楼袁她要回家与皮格
刀对刀尧枪对枪地干一仗遥 刚到楼下袁却
见皮格冲出楼道袁拐弯向护城河方向跑
去遥肖兰来不及多想袁尾随上去遥只见皮
格手里捏着一条花水蛇袁一边跑袁一边
不停地抖动着遥 到了河边袁皮格用力将
蛇往河里一甩袁 蛇在空中翻了个跟头袁
野哗冶的一声袁落到水里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袁把肖兰吓得直
打哆嗦袁她冷不丁扑到皮格身边袁皮格
一愣袁尴尬地问院野你怎么回来了钥 冶肖兰
擦了一把冷汗袁 不客气地说院野我再不
回袁你在家翻天了浴 冶

皮格野嘿嘿冶一笑袁无辜地说院野哪能
呢钥 实话告诉你袁早上你离家后袁我在家
发现一条蛇遥 考虑一时半刻捉不到袁若
是让你晓得了袁 晚上肯定不敢在家睡
觉袁于是袁我急中生智玩分居袁逼你回了
一趟娘家遥 冶

肖兰惊讶地叫了起来院野妈呀袁家里
哪来的蛇钥 冶

皮格说院野估计是楼后施工袁蛇受惊
了袁顺着管道躲到咱家来的遥 冶

肖兰扑闪着眼睛袁 说院野既然如此袁
那家里哪来的女人钥 冶

皮格笑吟吟地说院野那是我同学袁在
人民医院饲养小白鼠遥 为了捉蛇袁我打
电话给她袁让她逮了两只小白鼠装在笼
子里袁引蛇出来吃遥 她已经协助我捉了
好大一会儿蛇了袁人还在家里呢袁快回
去浴 冶

天啊袁原来是这么回事袁肖兰松了
一口气遥

这一刻袁皮格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
样袁雄赳赳尧气昂昂的袁把肖兰佩服得五
体投地袁心情非常激动袁感觉比婚礼上
的高潮还震撼浴 突然袁皮格一拍胸脯袁对
肖兰说院野怎么样袁老公有能耐吧钥 不是
吹袁凭俺这智商袁别说一条蛇袁豺狼虎豹
来了也不怕浴 冶说完袁他吹着口哨袁大步
流星地往回走噎噎 苗小娟

第一次上路

分居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