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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章鱼的体重可以达 70
磅遥 但是袁如此庞大的家伙袁身体
却非常柔软袁 柔软到几乎可以将
自己塞进任何想去的地方遥

章鱼没有脊椎袁这使它可以穿
过一个银币大小的洞遥它们最喜欢
做的事情袁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塞进
海螺壳里躲起来袁 等到鱼虾走近袁
就咬断它们的头部袁 注入毒液袁使
其麻痹而死袁然后美餐一顿遥 对于
海洋中的其他生物来说袁它可以被

称得上是最可怕的动物之一遥
但是袁 人类却有办法制服它遥

渔民掌握了章鱼的天性袁他们将小
瓶子用绳子串在一起沉入海底遥章
鱼一看见小瓶子袁都争先恐后地往
里钻袁不论瓶子有多么小尧多么窄遥

结果袁 这些在海洋里无往不
胜的章鱼袁成了瓶子里的囚徒袁变
成了渔民的猎物袁 变成人类餐桌
上的美餐遥是什么囚禁了章鱼钥是
瓶子吗钥 不袁瓶子放在海里袁瓶子

不会走路袁更不会去主动捕捉遥 囚
禁了章鱼的是它们自己遥 它们向
着最狭窄的路越走越远袁 不管那
是一条多么黑暗的路袁 即使那条
路是死胡同遥

大道理院工作生活中袁我们经
常会遇到许多羁绊和束缚袁 对于
它们袁我们毫无办法遥 殊不知囚禁
我们的不是别人袁而是自己袁是我
们不健康的心态和偏激的态度遥

许晖

王科去银行取工资袁 正碰上对
门邻居严妍愁眉苦脸地走出来遥
野嗨袁小严袁什么事犯愁啊钥 冶

严妍美丽的脸上愁云笼罩袁叹
气道院野我们家张怀开车出了点小事
故袁追尾了遥 人是没事袁可因为是他
的责任袁而且开车前喝了几口啤酒袁
就没敢报警袁求着和人家私了遥 对方
狮子大开口袁 一下子就赔了三千块
啊浴 我家车的车头灯和保险杠也都
撞坏了袁因为怕涨保费袁也没敢走保
险袁 开到修车行那里自己掏腰包修
的遥 现在又要交房贷了袁 我刚才在
ATM上查了银行卡袁 真是再也提不
出一分钱了袁这才犯愁啊浴 冶

王科这人是个热心肠袁 就说院
野小严袁你们房贷要还多少啊钥 冶

严妍叹口气院野一个月还三千袁
其实赔人家那三千块就是我们准备
用来还房贷的遥 冶

王科道院野这样吧袁 我正好来取
工资袁我借你们三千块好了遥 冶

严妍连连道谢袁等拿到了钱袁还
坚持给王科写了个正式的借条遥

晚上王科出门倒垃圾袁 路过严
妍家门外时袁 听见里面有激烈的争
吵声袁听到还有自己的名字袁急忙停
住了脚步遥

只听里面严妍生气地说院野张
怀袁 你整天疑神疑鬼琢磨这些无聊
事袁真是小心眼浴 冶

张怀阴阳怪气道院野那你找心眼
大的去啊浴 那个王科不就挺好吗袁出
手多大方啊浴 一听说你缺钱袁立刻就
拍出三千块给你浴 我看他就是没安
好心袁 还是噎噎你们之间早就有什
么情况了袁 否则他凭什么因为你三
言两语就借钱给你钥 冶接着就传出摔
摔打打的声音遥

王科愣在了那里袁 他借钱给严
妍本是一片好心袁 没想到却引起了
张怀的怀疑遥 忽然袁他灵机一动袁连
忙回家拿出了严妍给他打的借条袁
又拿起一支签字笔袁 跑到严妍家门
口袁咚咚咚开始敲门遥

里面的吵闹声停止了袁 张怀开
了门袁 王科忙道院野下午我不是借给
你们家三千块钱么袁 严妍还给我打
了借条袁但当时匆匆忙忙的袁忘了把
利息也写上了袁 请你们现在在借条
上补一笔吧遥 冶说着递上了借条和签
字笔遥

张怀听了这话愣住了袁 他接过
纸笔袁 脸色不由得缓和了下来院野你
要多少利息钥 冶

王科呵呵笑道院野我可不敢放高

利贷袁不过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袁我怎
么也得赚一点袁这样袁比央行的同期
利率高一个百分点就行浴 冶

张怀转身回屋袁 拿起计算器按
了一通袁 在借条上写上了应付的利
息袁连同签字笔一起还给了王科遥

王科望着借条眉开眼笑袁 然后
出门遥 张怀野嘭冶地一下关上了房门袁
对严妍道院野我就说吧袁 这年头哪有
平白无故主动借钱给别人的袁 原来
是想吃利息浴 看王科这个人平时大
大咧咧的袁人家这小算盘打的袁比谁
都精浴老婆袁我错了袁误会你们了遥洗
衣板放哪儿了钥 我跪它一个通宵
噎噎冶

门外的王科听了个一点不落袁
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袁 暗道院
野看这事儿闹的袁借钱也得讲究个技
巧啊浴 冶

胡亚菲

包不褪色
前几天上街买衣服袁 看中一件袁 担心会掉

色袁就问售货员小姐院野这衣服会不会褪色啊钥 冶
小姐并不言语袁用手指了指旁边的宣传牌袁只见
牌上写了院野包不褪色遥 冶于是放心买了回家遥 等
第二天洗衣服时袁才发现这衣服不但褪色袁还将
一同洗的其他衣服也野感染冶了遥 于是去找商家院
野小姐袁你说这衣服不褪色的袁你看看袁褪成什么
啦钥 冶

野我们没说不褪色啊浴 冶
野还没有钥 你看你们的牌子上写的院耶包不褪

色爷遥 冶
野你看错了袁我们老板是香港人袁习惯从右

往左写袁他写的是院耶色褪不包爷遥 冶

石头兔子
去了趟武夷山袁80元买了一只石头兔子袁当

时觉得巨酷遥 后来不见了袁问我妈袁她也说没见
过遥 后来搬家的时候才发现它被我妈拿来垫杂
物了遥 我妈大不以为然袁说就是一块黑砖而已袁
你不说它是兔子我根本看不出来袁 你说了它是
兔子我还是看不出来遥 啊袁等一等袁你说你买这
黑砖花了 80元袁看我打不死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噎噎

迷彩泳衣
一次单位组织的旅游袁其中有去海滨浴场袁

大家都没带泳衣袁又很想下海袁所以临时在浴场
里买浴 放眼望去袁我鬼迷心窍地看上了一套小可
爱袁迷彩的分体式袁但看上去就很小啊袁同事提
醒我袁我却很固执浴 也不知道当时咋回事袁硬是
买下了袁然后袁存了包袁去试衣服袁那叫一个勒
啊浴

死的心都有浴 自己的衣服已经弄湿了袁只能
穿着这个袁再出去袁到柜台前袁重新买过一件泳
衣遥 大家就看见一个迷彩肉包子袁站在柜台前袁
要买另一件衣服浴

我真想挖个洞钻啊浴

酒
还在上学的时候暑假跟同学到上海玩袁走

时觉得应该买点儿什么带回去孝敬老爸遥 上海
的东西都好贵啊袁 转了一圈我这个穷学生什么
都舍不得买遥 后来在逛城隍庙的时候袁看见有店
卖那种小坛子的酒袁一问袁才 16元袁喜滋滋买了
一坛遥 然后就背着这坛易碎物小心翼翼地辗转
了半个中国袁经过火车尧汽车尧公交车若干袁终于
回到了家遥 把酒呈给老爸的时候袁 老爸仰天长
笑院哈哈哈袁这是一坛做菜的料酒浴

充电器
老公送了个 ipod给我袁专卖店买的啊浴贪便

宜袁在网上买了个充电器遥 第一天充电遥 当时就
插在脚旁边袁我正上网上得开心袁就听见野砰冶的
一声袁充电器爆炸袁ipod坏了遥 老公一脸愤怒地
看着我说院野这下袁太平了吧浴 冶

丁小泰 辑

借钱惹绯闻

囚禁的章鱼

鹦 鹉
一个人去买鹦鹉袁 看到一只鹦

鹉前标院此鹦鹉会两门语言袁售价二
百元遥

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院 此鹦鹉
会四门语言袁售价四百元遥

该买哪只呢钥两只都毛色光鲜袁
非常灵活可爱遥这人转啊转袁拿不定
主意遥

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
鹦鹉袁毛色暗淡散乱袁标价八百元遥

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院 这只鹦
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钥

店主说院不遥
这人奇怪了院 那为什么又老又

丑袁又没有能力袁会值这个数呢钥
店主回答院 因为另外两只鹦鹉

叫这只鹦鹉老板遥
大道理院这故事告诉我们袁真正

的领导人袁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袁
只要懂信任袁懂放权袁懂珍惜袁就能
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袁 从而提升
自己的身价遥 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
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袁 事必躬
亲袁认为什么人都不如自己袁最后只
能做最好的攻关人员尧销售代表袁却
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遥 晓虹

刘文飞持有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
号院360781600056353袁 特此
声明遥

遗失
声明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18年 11月

1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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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江西瑞金经济开发区 A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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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7-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 10月 29日

该吃饭了袁我洗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