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极致

孩子想要啥

一人抱着孩子乘公交车! 座位刚

好在司机旁边"坐了不一会儿!小孩子

就哭闹个不停! 任那人怎么哄都不肯

罢休"

司机终于被哭烦了! 他转过脸冲

那人嚷嚷#$老训孩子干什么% 他要什

么给他不就得了% &

那人说#'那不行啊! 孩子想要你

的方向盘( &

客户端
一位

!"

经理走进一家拉面馆 !

问#'你们需要客户端吗% &

老板说#'面一般是伙计端! 忙的

时候才需要客户端" &

昨天的
学校食堂内!小明问厨师#'师傅!

今天的包子咋没有昨天的好% &

厨师答道#'不可能吧% 这就是昨

天的包子呀" &

!

!!!你到这里办事为何如此打扮"

!!!听说这里潜规则的#水$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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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不打伞 你就算潮人
甲#你看我这身衣服够潮吗%

乙#潮!挺潮!刚才下雨淋湿了

吧%

甲#))

!!!等电梯时听到的电话" 这

位先生#人家是问你衣服时髦吗#不

解风情"

某男#医生!快让我看看彩超"

医生#着什么急!这孩子不是你

的"

某男#啊%

医生#这张才是!刚才拿错了"

!!!陪老婆去产检# 遇到的一

幕" 医生#你倒是把话说完整啊#差

点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同学
8

#又要考试了))

同学
9

# 别抱怨了! 赶紧看书

吧"

同学
8

#别的专业都没这么累!

就咱们这么多门课要考"

同学
9

#那有啥办法!你今天流

的汗和泪! 都是当初选专业时脑子

进的水"

!!!自习室里听到的对话" 难

道您是相声专业的$ 字里行间都透

着幽默感"

室友
8

#我的文曲星呢%

室友
9

#都啥年代了!你还用那

玩意儿"

室友
8

# 外行了吧! 用它看小

说!老师都不管"

室友
9

#文曲星屏幕那么小!怎

么看%

室友
8

#这算啥!牛人都用
:;5

看小说"

!!!室友之间的对话"

:;5

屏

幕也忒小点吧# 是想炼就火眼金睛

吗$

老婆#我昨晚没睡好"

老公#没事!今晚补回来呗"

老婆# 可是你看我的黑眼圈这

么重!怎么办%

老公# 你已经黑得看不出黑眼

圈了"

!!!同事讲述她和老公的对

话"这人得黑到什么程度啊#难道要

赶上包大人了$

!!!!!!

大人的世界除了有用没有

用#还有值钱不值钱"其实让孩子

最爱的#常常是捡来的小鸟羽毛%

石头%树叶#还有父母的陪伴#虽

然不值钱#但是钱买不来"

'!!冯癑

人与人的不同# 往往不在上

班的
<

小时#而在下班之后"每天

留些时间给自己# 做些与别人的

要求无关#而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生活就不会那么糟糕"

!!!冯雪梅

我妈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

且# 生活有诗和远方&&谁要觉

得你眼前这点儿苟且就是你的人

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能走多远

走多远#走不远#一分钱没有#那

么就读诗#诗就是你坐在这儿#它

就是远方"

!!!高晓松

崇拜居于爱情之上# 喜欢居

于爱情之下#欣赏居于爱情之畔#

它们都不是爱情" 但是爱情一旦

发生#能够将它们囊括其中"

!!!(独自散步)

一位诗人来到南京# 要和我

见面"可这个路痴居然迷了路#怎

么也说不清楚" 我问他身边有什

么标志物# 他说'(头顶的左前方

是太阳" )结果令人愉快#两个小

时之后# 我在阳光的下面找到了

他"

***毕飞宇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喜欢的

地方就是厨房" 小火同时炖着几

个锅子#都冒着热气#炒菜声和碗

勺碰撞的声音# 会让人知道这个

炫目的世界里有人在真实地爱%

付出和生活" 在厨房的人不会孤

单"

***祝小兔

读一些无用的书# 做一些无

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

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 保留一个

超越自己的机会" 人生中一些很

了不起的变化# 就是来自这种时

刻"

***梁文道

看穿#也分几种境界'下者#

看穿也说穿" 这样的人交友难有

长久挚友" 中者#看穿不说穿" 这

样的人不愁没人愿与他做朋友"

上者# 看穿却装看不穿" 这样的

人#内心是有大意图的"对于聪明

好胜的中国人而言# 揣着明白装

糊涂#实在太难"能做到看穿但不

说穿#也是本事"

***苏芩

!

不要抱怨机遇太少+而是我们

需要的太多

!

必要的约束也是一种保护

!

嘲笑别人之前最好先看看自

己的脚下

!

快看+不明飞行物,

请关心我关心的
!!!!!!

如果你孩儿是个粉丝!那就

意味着你得是#妈妈
=

粉丝"

女儿在外地上学!我巴巴地

问她吃得惯不% 睡得好不% 穿得

暖和不% 但都遭了她白眼#你就

不能问点有营养的% 于是我琢

磨!要想跟这个横眉竖目的家伙

搭上话!你就得这样说#这场比

赛大头*

>$

车手阿隆索+可真了

不起哈, 立马就像按中了播放

键!那边一阵浪花滔滔#你知道

吗!我男人神到爆了( 开着拖拉

机一样的破车!硬是把佩雷兹挡

了
?@

圈" 他是个能量源!谁缠着

他就把谁逼出去" 上一站马尔多

纳多也是这下场" 哎呀!爱死他

了" 拉拉*阿隆索前妻+还夸他厉

害了呢" 他们俩也不知道啥意

思! 离都离了还眉来眼去的!前

阵还在一块吃饭呢))你一会

上我围脖*微博+看我男人去!别

忘了写评论"忙%等看完再忙去!

啥事有看你女婿要紧))这话

一说开没有一个多小时绝对刹

不了闸"

每逢有
>$

直播的时候 !我

哪怕在外面!也得急咻咻地赶回

来!准时打开电视" 边看边跟她

在
AA

上互动吐槽!抓住啥八卦

啥!一起欢呼-一起叹息, 如果遇

到她有事不能同看!我就得边看

边做笔记#谁超车厉害-谁倒霉

出赛道了-谁跟谁撞了-谁的女

朋友来了..然后向她一一通

报, 如果遇到中央台延播!即便

是半夜三更也得爬起来看, 如果

眼皮粘住了!就站起来看,

有一年还被拉去上海看了

一回现场, 娘儿俩背着行李跌跌

撞撞地赶到远在嘉定区的赛车

场! 她一激动就像涨满风的风

筝!不吃不喝不睡!披着阿斯图

里亚*阿隆索家乡+区旗!眼睛金

光闪闪!抓着护栏为她男人嘶吼

助威, 而我没有一腔激情支撑!

只剩下一身疲倦!可怜兮兮地守

着一堆家当坐在场外的草坪上!

跟个叫花子没两样, 比赛结束!

人流喷涌而出! 找不到她人影!

急出一身冷汗, 接下来狼多肉少

又拦不到出租车! 再急出一身

汗, 好歹跟人拼座!路上又遭堵

车! 再在风雨交加中绕路狂奔!

等冲进机场!只差几分钟就错过

了当晚的航班, 回来俩人各掉了

几斤肉!都变细了一圈,

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像她

有的同学那样去喜欢歌星影星

呢% 她想了想说#明星有的会因

长得好而一炮打响!不像车手从

小就摸爬滚打地一路奋斗过来,

比如当她想哭鼻子的时候!就想

到阿隆索还是个
B

岁的崽崽时

就离开家乡到处参加卡丁车比

赛了!还不比她更辛苦% 这样一

想就不觉得苦了,

因为
>!

! 我的生活拥挤了,

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可那样我

就走不进她的世界了, 哪个男孩

追她了也不会跟我说!她烦恼什

么也不会让我知道, 我只有以此

种方式贴近她- 分担她的压力-

消解她的寂寞, 正如她曾板着小

脸严肃地告诫我的那样#如果你

关心我!就请关心我关心的,

我自己呢!也因此从被逼而

走向了主动, 一圈圈之前枯燥无

味的比赛现在却看得上了瘾, 我

乐得自己也成了一根老粉丝!如

同被她拉进了一扇门!一起睁大

眼睛感受之前从没发现的奇妙,

-峰岭.

!

如此导游

苦难不在橱窗里
!!!!!!

朋友是个苦命的人! 从小家庭条

件不好!父母多病!好容易嫁了个$凤

凰男&!过了几天好日子!可没几年 !

老公竟得了尿毒症, 朋友不得不辞了

工作!借债卖房!全身心地投入到拯

救老公生命的战斗中去, 当别人用怜

悯的眼光看她时 ! 她却总会微微一

笑!说#$总会过去的, &

一次!到医院去看望朋友的老公!

她正好趴在床边打瞌睡 , 见我们进

来!她忙不迭地站起身!一本书从床

边掉下来!我一看!竟是/笑话大全0,

我很诧异她现在还有心情看这样的

书! 问#$你们现在连房子都没了!你

还有心情看笑话% &她笑着说#$房子

以后还会有的!不怕, 今天不抓住时

间开开心!明天的快乐就不属于现在

了, &

朋友说! 从小家里的重担几乎都

是自己在挑着!年纪不大 -还扛不起

扁担的时候就到井边去打水!好悬没

给水桶坠下去1稍大些!上山打猪草!

逢年过节宰猪杀羊的活都是自己干,

平素里并不和别人讲! 她没有把苦难

放在橱窗里! 无需把它当成炫耀品展

示出来博取别人的怜悯,

朋友的老公运气很好! 在我们去

探望他后不久! 医院找到了和他配型

成功的肾源,出院的那天!我们雇了一

辆车! 来到他们租来的一居室的房子

里!虽然不能和原先的相比!但房间整

洁!透着一种淡淡的温馨,

朋友和她老公相拥着说! 可以从

头开始了, 竟是那么从容和幸福,

若把苦难放在橱窗里! 它永远都

会摇晃着尾巴冲你龇牙冷笑, 要想打

败它!只有拿将出来!扼其喉管!把它

揉碎碾烂, 这时候!幸福就来敲门了,

-赵建伟.

文图由编辑收集

!!!!!!

给个痛快话! 买多少钱的东西
能换你一路的笑脸"

!

排行榜

都想排

第一+所以只能

这么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