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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7

!咱们哪天去唱歌啊"

同事
9

!算了吧#不如找我诗朗诵了$

!!!办公室里的对话" 年终岁尾#聚会增

多#可怜了一位五音不全的同事#每次聚会安

排
:

歌他都只能当观众"

甲!怎么愁眉苦脸的"

乙!给客户的方案被退回来了#又提了一

堆新要求$

甲!客户是不是说#要%高端大气国际化#

时尚抓人有个性&$

乙!可不就是$

甲!所有的客户都这么说$

!!!某广告公司两位策划的对话" 看来

客户的要求都可以写成对联了# 还能加一横

批$眼前一亮"

室友
7

!小张都两天没回来了#我那天说

话太狠了#她别是想不开$

室友
9

!打开她的淘宝账户看看#只要还

有拍下的东西在路上#她就不会自杀$

!!!室友中一人出名的嘴黑#这不#又有

人在她的调侃中成了炮灰"

老婆!老公#咱家换沙发#你喜欢什么颜

色的"

老公! 你选吧# 别和遥控器一样颜色就

行$

!!!朋友夫妻的对话" 找不到遥控器这

事#估计大家都遇到过#还有不少人无计可施

之时到网上寻找答案"

丈夫!老婆#你减肥吧#成功的话就可以

买很多很多漂亮衣服了$

妻子!我已经在做了啊$

丈夫!啊#你已经开始减肥了吗"

妻子!不#我已经开始买很多很多漂亮的

衣服了$

丈夫!'(

!!!公司一男同事跟大家抱怨# 千万不

能轻易跟老婆谈减肥"

男
7

!整天看)非诚勿扰*#要是你喜欢的

女嘉宾被领走#你不吃醋"

男
9

!我喜欢孟非#他是一定不会被领走

的+

!!!周末晚上# 朋友雷打不动地宅在家

中看%非诚勿扰&#被人调侃#他竟然回了这么

一句"

女!有个以前追我的男生找我吃饭#你介

意不"

男!什么时候的事"

女!大二$

男!那会儿你多少斤啊"

女!

-0

公斤吧$

男!那你快去#让人家赶快断了念想#好

好过以后的日子吧$

!!!情侣之间的对话" 先生#这体重有多

沉才能让您如此放心啊"

"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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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百堂美学课# 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

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小时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

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

学问的根本$

$$$龙应台

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

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更重要#她很有可能决

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

$$$对待婚姻要严肃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来

学会闭嘴$

$$$海明威

愿望就是眼睛#是随时睁大的眼睛,等待就是

敏感#那种无意识的敏感$

$$$麦家

现代的女性不能只靠男性#男女也要互动#如

果要先生养你的话#讲难听一点就像保姆了$

$$$中国大陆女首富张茵说现代女性无论在

事业上还是家庭中都要独立% 并且要在各个方面

成功

要珍惜每一个批评你的人$ 每一个批评你的

人背后#都有十个想批评你#而又不屑于批评你的

人$

$$$冰山露出的部分%常常只是一角

有人站在山脚下#有人站在山顶上#虽然所处

的位置不一样#但他们眼中的对方却是同样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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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饵就应当符合鱼儿的胃口%而

不是钓鱼者&

让这些搞怪的路标#缓解一下我们紧张的情绪

./012

梦想太丰满#现实很骨感$ 有个人坚

持认为 #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回到任何

一个时代 # 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 当文

人 #做武将 #即便是个小人物 #什么都不

会 #也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知识 #跟着那

些他早已知道将来能成功的人士混 #必

然可以富贵一生 $ 结果 #他真的穿越了 #

且听他的自述$

第一次穿越 ! 发现自己竟在马背之

上 #行走于山谷之中 #身边人皆古代将官

打扮 # 周围披坚执锐小弟无数 $ 心中甚

喜!莫非穿越成某领导阶层不成" 惊喜之

余#随口问道 !%此处是何地 " &身旁一卒

答曰!%回军师话#此处地名落凤坡$ &

第二次穿越 !睁眼一看 #自己身处华

屋之中 #身边金银珠宝无数 #自己似乎是

皇帝身边重臣 #家财万贯 #权倾天下 $ 正

在得意#一太监突然传旨宣吾进殿$ 吾问

何事#太监答!%和大人#皇上驾崩了$ &

第三次穿越! 看看周围# 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 自古边塞多志士 # 我是英雄

了 - 手举宝剑 #身披铠甲 #尚武精神在我

心中荡漾#起身#上马#目标...天下+ 这

时候#身边探子来报 !%报告可汗 #大明皇

帝朱棣亲征+ &

第四次穿越!发现自己变成了彪形大

汉 #身穿清朝官服 #显然品级甚高 #正立

于皇宫大殿之内 #太监 /宫女 #甚至面前

穿龙袍的皇帝都对自己态度恭敬 $ 想来

必是一代名臣- 正思索中#只听面前皇帝

说道 !%我这些天闲来无事 # 调习了十几

个小太监来练习布库$ 鳌少保若有兴致#

不妨指点他们几招儿" &

第五次穿越!睁眼发现自己身穿绫罗

绸缎 #身旁绝色佳人相伴 #见我醒来 #喜

色溢于言表$娇呼一声!%侯爷#您醒了$ &

原来自己是个侯爷 #回想穿越之前种种 #

恍如隔世 #当即挥毫落笔 #写了一首诗 !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

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得意

间#一太监声响起 !%请侯爷开门 #陛下赐

佳酿一杯#请违命侯慢品$ &

第六次穿越!正骑着一匹高大的千里

马#身后跟着大批恭敬的随从$ 前面就是

一道大门 #天有点黑 #看不清上面的字 #

一个守门将军见到我 # 大声说道 !%恭迎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那我不就是未来

的皇帝了嘛 # 哈哈哈 $ 前面闪出一个人

影#高叫一声!%世民等候大哥多时了- &

第七次穿越! 发现自己身穿龙袍#身

旁跟着一太监$我站在宫内最高处...一

座山上 $ 茫然间 #山下传来喊声 !活捉崇

祯((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第一百

零八次((

饶过我吧#我再也不穿越了$

"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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