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味
故事
趣

舍不得
我妈问我院野这次初

几回去上班啊钥 冶
我院野初三就得走遥 冶
我妈院野怎么这么急钥

在家多待几天诶遥 冶
我听着心里一阵莫

名感动袁老两口肯定是舍
不得我走袁正在我沉默之
际袁妈妈接着说院野等年三
十的剩菜剩饭吃完再走
吧遥 冶

礼物
男友给我买了条丝

巾袁麻利地系了个很漂亮
的结遥

我问院野你不是说我
是你的初恋吗? 我看不
是遥 你系丝巾尧打结这么
熟练漂亮袁绝不像第一次
给女孩儿系遥 冶

男友把裤腿提起来袁
指着运动鞋说院野你看我
的鞋带袁 我是用系鞋带
的方法给你系的遥 冶

悟空
悟空耍花招钻进了

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遥
丫头院公主袁喝瓶酒

下去醉死他遥
公主一边喊痛一边

生气地骂院 你想害死我
吗钥

丫头院不是啊袁我也
是为你好遥

公主接着骂院好什么
好袁那猴子喝醉了袁耍起
酒疯来更加要我的命浴

钻戒
老婆生日袁带去花店

买花袁老婆院现在的花很贵
呀袁 要不就拿着花拍个照
发朋友圈好了袁省钱呢遥

我院老婆今天真乖遥
老婆院老公袁我这么

乖是不是应该奖励遥
我院好的呀遥
老婆院那就把我上次

看中的钻戒买了吧遥
张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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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格聆听了一场全国道德模范事
迹宣讲会后袁热血沸腾袁决心自己也要
多做些好事善事袁为社会增加正能量遥

重阳节快到了袁周日这天袁皮格去
妈妈家探望遥 吃好午饭袁他离开妈妈家袁
出了楼门袁骑上自行车正要回家袁突然袁
无意间看到了自家楼上的辣椒嫂正鬼
鬼祟祟地挨个门洞钻遥

咦袁她这是干啥呢钥 莫不是想干什
么偷鸡摸狗的事钥 想到此袁皮格小跑几
步袁 贴近了辣椒嫂刚刚进去的那个楼
门遥 皮格刚刚往里走袁突然袁辣椒嫂跑了
出来袁和皮格撞了个满怀遥

辣椒嫂看到是皮格袁 也愣了院野你
噎噎皮格钥 冶

皮格点点头袁 理直气壮地说院野是
我遥 我妈妈住在这个小区的遥 咦袁辣椒
嫂袁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钥 冶

辣椒嫂的脸野腾冶地红了袁吭哧了半
天袁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遥

皮格琢磨院这辣椒嫂看来果真是心
中有鬼遥 于是袁他清了清嗓子袁正色地
说院野有什么不能说的嘛浴 冶

辣椒嫂尴尬地笑笑袁看了看皮格袁终
于下定决心袁吞吞吐吐地说院野皮格哥袁不
怕你笑话袁是我们家那个尧那个噎噎我们
家那个挨千刀的袁他尧他有了小三浴 冶
皮格摇摇头袁表示不信遥 因为袁小区

里的人都知道袁辣椒哥是个三脚踹不出
屁的老实人袁前年袁辣椒哥把老妈接到
小区住袁才半个月袁硬是让辣椒嫂给轰
回了老家遥 就这个袁辣椒哥什么也没敢
说遥 现在袁听到辣椒哥找了个小三袁皮格
怎么会相信钥

辣椒嫂坚定不移地说院野他是装老
实浴 半年前我就发现他有点不正常袁我
就悄悄地跟踪他袁跟踪到这个小区遥 可
他比鬼都精袁生怕有人跟着遥 我是紧跑
慢跑也找不到他的影儿了袁不知道他进
了哪座楼袁哪个门儿遥 你说袁他这是不是
心中有鬼钥 是不是有了第三者钥 冶

皮格一听袁这辣椒嫂说的也有一点
点道理袁但他还是不相信辣椒哥是这样
的人遥 他正要问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袁
辣椒嫂又补充道院野他呢袁动不动就背着
我发短信袁好事不背人袁背人没好事遥 他
心中没鬼袁怕的是什么钥 冶

皮格随口问院野哈哈袁你还知道他会
发短信啊钥 冶

野哼袁他什么不会袁还天天发微信
呢袁我的微信还是他教的遥 冶

皮格听到这儿袁头脑一转袁怪笑了
一下袁 说院野你们如果会发微信就好办
了遥 冶

野怎么好办了钥 冶
皮格挤挤眼袁问院野辣椒嫂袁你能不

能拿到辣椒哥的手机钥 而且还不让他发
觉遥 冶

辣椒嫂说院野他睡觉的时候我翻过
他的手机袁这个鬼东西袁他是随时删除
微信信息的袁生怕我抓住他的把柄遥 冶

皮格摇摇头袁 说院野我不是这个意
思袁我是噎噎冶 皮格贴近辣椒嫂的耳朵袁
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遥 辣椒嫂听了袁惊讶
地问院野真的袁能行钥 冶

皮格把自己的胸膛一拍袁说院野我皮
格是谁钥什么能难倒我皮格钥辣椒嫂袁你
如果按我的要求去做袁我保证不费吹灰
之力袁就能让那个小三现原形遥 但是袁抓
出来后袁你一不能把我给耶出卖爷了袁二
是不要太张扬袁要偃旗息鼓袁悄悄地把
这事儿给解决了遥 冶

辣椒嫂把头点得像鸡啄米院野你放
心袁皮格哥袁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这个
理遥 我只是要让他知道我辣椒嫂不是那
么好糊弄的袁这个家不能散浴 冶

皮格就和辣椒嫂各自回家袁静候佳
音遥 第二天晚上袁辣椒嫂敲响了皮格家
的门袁兴奋又紧张地扬了扬手上的一个
手机袁说院野皮格哥袁拿到了浴 冶

皮格一听袁 也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袁
他急忙穿上鞋袁拉着辣椒嫂打的直奔自
己妈妈家的小区遥

皮格这是干什么呀钥 原来袁皮格是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侦察遥 什么科
技手段钥 哈哈袁就是让辣椒嫂拿着辣椒
哥的手机在这个小区到处转悠遥 辣椒哥
到了小三家袁 肯定会用小三家的 WIFI
信号的袁只要用一次袁以后这手机就会
自动连接遥 皮格就是利用这一点袁拿着
辣椒哥的手机在这小区里各个楼门尧楼

层瞎转悠袁只要这手机上出现十分强的
WIFI信号袁并自动连接上了袁那就说明
这个住户就是辣椒哥的小三家遥

皮格带着辣椒嫂袁 像做贼一样袁躲
着小区的保安袁 躲着住户们警惕的眼
睛袁一座座楼尧一层层尧一户户地悄悄贴
近人家的大门袁盯着手机屏幕袁听着手
机有没有野嘀嘀冶声遥

皮格和辣椒嫂足足爬了七座楼袁六
七四十二层袁才终于捕捉到了那个千呼
万唤始出来的 WIFI信号遥 看着辣椒哥
手机上那强烈的连接成功的 WIFI 信
号袁辣椒嫂差点喊出声来袁幸亏皮格眼
疾手快袁一把捂住了辣椒嫂那带着辣椒
味儿的嘴巴遥

皮格扫了一眼这个住户的门牌号袁
拉着辣椒嫂急急地下了楼遥

下一步就好办了袁是守株待兔遥
周六的下午袁辣椒哥借口去看一个

朋友袁又鬼鬼祟祟地离开了家遥 等他出
了门袁辣椒嫂立即通知了皮格遥 俩人打
车到了皮格妈妈所在的小区袁然后熟门
熟路地摸到了 7号楼 602室门前遥 还没
容皮格说什么袁辣椒嫂已经迫不及待地
擂开了门袁边擂边高声地喊道院野你给我
滚出来浴 冶

门开了袁辣椒哥探出了头袁一看是
辣椒嫂和皮格袁愣了袁问院野你们到这儿
来干什么钥 冶

辣椒嫂立刻要往里冲袁但辣椒哥死
活不让袁辣椒嫂可是见过世面的袁她跳
着脚袁扯着嗓子高声大叫院野你把那个骚
货给我叫出来袁老娘倒要看看她是什么
货色浴 冶

皮格想拦袁可是怎么拦得住遥 辣椒
嫂的喊声把左邻右舍都喊了出来袁大家
你看我袁我看你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遥
辣椒哥急得张口结舌袁手脚乱舞袁不停
地解释着袁那辣椒嫂瞅着空当袁一下子
冲入了房间遥 皮格也紧跟着进去了遥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屋遥 房子里
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袁 辣椒嫂一

见袁一愣院野咦袁你也在这儿袁噢袁帮着你
儿子出轨吧浴 冶原来袁这是辣椒哥的老
妈尧辣椒嫂的婆婆遥 辣椒嫂把大门一关袁
以防那个小三溜出去袁然后在屋里到处
搜寻袁她把所有的柜子都打开了袁把天
花板也捅了捅遥 可是袁没有别的人袁也是
的袁就这么大的一间屋子袁还有哪儿能
藏得住人钥

这时袁辣椒哥进来了袁大吼了一声院
野够了浴 别再疯了浴 冶

一句话袁镇住了辣椒嫂遥 辣椒哥气
愤地说院野你不是想找什么小三吗钥 冶他
的手一指老妈袁野喏袁这就是你最不待见
的耶小三爷袁一个多余的人浴 但是袁她是我
的妈袁是生我养我的妈袁你可以不要袁但
是我一定要浴 我要让她有个幸福的晚
年浴 行了袁够了袁我们离婚吧浴 冶

皮格这才明白袁 辣椒嫂容不得婆
婆袁把婆婆轰回老家后袁那辣椒哥只能
把老妈安排到这儿袁而他自己呢袁只能
抽空时不时地来看看老妈遥

辣椒嫂呢袁此时嘴也卡住了袁话也
说不出了袁特别是听到辣椒哥提出离婚
后袁更是惊呆了遥 因为袁她的本意并非拆
散这个家呀遥

皮格此时又做起了和事佬袁他对辣
椒哥说院野她也是好意袁为了你不犯错误
嘛遥 冶

但辣椒哥冷冷地扫了一眼皮格袁不
为所动遥 皮格一看袁这事要坏袁就朝辣椒
嫂一个劲儿地努嘴遥 辣椒嫂多聪明呀袁
一看袁 立即走到婆婆面前袁 双腿一软袁
野扑通冶跪下了袁说院野妈袁我错了袁您就原
谅我一次吧浴 冶

老太太一看袁心软了袁拉起辣椒嫂袁
说了一句名言院野人非圣贤袁孰能无过钥 冶
嘿袁这老太太袁有学问啊浴

这事让皮格出了个大洋相袁他老婆
听说了袁气得骂了他三天三夜遥 皮格呢袁
昂起脑袋袁对她说院野你们女人呀袁真是
头发长袁见识短遥 没有我皮格这样的高
科技侦察袁辣椒嫂对辣椒哥的疑神疑鬼
什么时候才能
解决钥 脓包破
了才好治嘛遥
他们家现在多
和睦呀袁 说谢
我还来不及
呢浴 冶 倪晓松

高科技侦察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8

年 7 月 29 日至 2018 年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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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 2017年
度第一批次 6号地 A地块尧 瑞金市

2017年度第一批次 6号地 B地块等
二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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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7-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 7月 9日

遗失声明
龚朝机持有的林权

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金
市 林 证 字 渊2007冤 第
140703010号袁声明作废遥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