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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过去

阿凡提从小就聪颖过人!

有一天"他对一个四肢发达"

却目中无人的莽汉说#$你虽

然厉害"但是我在地上放一本

书"你未必能跨得过去% &莽

汉听了非常的不服"非得试试

看% 阿凡提取出书放好后"那

莽汉果然跨不过去% 这是怎

么回事呢'

密室作案

在英国伦敦的
7

公园

里"有一个日本式的庭院"里

面建有一些日本古老的民

居%

一天" 庭院的管理人员

被人发现倒毙在其中一间的

卧室中(日本式的房屋)% 死

者是背部中刀而死亡的% 当

时" 他显然正在这间屋子里

睡觉"在睡梦中被人杀死的%

令警方十分奇怪的是" 死者

的尸体被发现时" 屋子里的

所有门窗都是被锁上的 "从

外面根本不可能进入" 而凶

手在杀人后" 又是怎样逃走

的呢'

警察为此十分伤脑筋 "

特地请来一个日本古建筑专

家协助调查% 这位日本古建

筑专家来到现场以后" 观察

了一会儿" 即说道#$犯人是

一个十分熟悉日本建筑的

人" 他充分利用日本建筑的

特点作案的% &

那么" 犯人究竟是如何

作案的呢'

核对户口

某地一个人杀了人之后

便逃之夭夭% 警探赶到现场

后"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

在一家饭店里发现了他%可这

个小伙子说自己一直在这儿"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饭店%饭店

经理和周围的人也证实了他

的说法% 可目击者却一致确

认"从相貌和衣着上看"这个

小伙子就是那个作案者% 后

来"警探化验了嫌疑犯留下的

指纹"发现指纹和这个小伙子

的明显不符%

警探忽然明白了"于是赶

紧和助手去查了小伙子的户

口册% 此后"警探很顺利就把

凶手抓到了"并且证明凶手确

实不是这个小伙子%

请问#警探为什么要去查

户口册呢'

"答案请在本版找#

妻子#老公"看我新买的裙子%

丈夫#挺好看的"多少钱啊'

妻子#二百六%

丈夫#这么贵' 你讲价了吗' 人家大妈闯红

灯被交警罚款还砍价呢 "你看你 "一点经济头

脑都没有%

!!!买东西讲价无可厚非" 但是面对交警

的罚单"这价可讲不得#

男
7

#

99

"下班一起去吃饭'

男
:

#好啊"乐意奉陪%

男
;

# 他最爱唠叨了" 总感觉自己很有学

问"大伙都不爱跟他一起吃饭%

男
:

#我就爱跟有学问的人吃饭"只要我提

出一个问题"接下来两个钟头"菜就都归我了%

!!!同事的经验之谈" 怪不得他的身材越

来越圆润#

同事
7

#大中午的"咋这么开心呢' 干什么

去'

同事
:

#吃饭去啊%

同事
7

#这也算是开心事'

同事
:

#必需的%

!!!同事二人的对话#对于一枚吃货来说"

吃饭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甲#活该你挂科%

乙#你别嚣张"我要是挂科就给咱老师送条

烟%

甲#你以为送烟就能让你过' 做梦%

乙#让他把你的成绩挂了%

!!!下课路上听到的新鲜出炉的对话# 好

吧"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是十分必要的#

男#糟了"我忘记带钱包了%

女#没事"我带了%

男#带多少钱'

女#我也不清楚"我带的是你的钱包%

!!!饭店门口听到的对话# 本以为不带钱

包可以逃过一劫 "这下可好 "钱包已经身不由

己了#

女儿#爸"你有没有微信啊'

丈夫#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都这么大了 "

打你我又下不去手"我还能有什么威信'

女儿#**

!!!父女二人的对话#姑娘"你看你爸都委

屈成啥样了"赶快安慰一下#

姐姐#看什么呢'

妹妹#团购网站啊"一起来看啊"超级划算

呢+

姐姐#看这个, 见过吃饭-看电影团购"现

在到医院看病都能团购了' 你别说"这团购价

还真不贵啊+

!!!姐妹二人的对话#挂号$检查%%各种

项目一条龙服务"医院也走起前卫路线#

同学
7

#几天不见"你怎么瘸了'

同学
:

#不会是车祸吧 "伤筋动骨一百天 "

你得回家养着+

同学
;

#我没欠你们钱吧"我只是肌肉拉伤

而已+

!!!学校组织体检" 有一项叫做台阶测试

的项目" 可能由于本人平时从不锻炼的缘故 "

有点肌肉拉伤"却遭到同学们的如此关心#

甲#你家宝宝会爬吗'

乙#会"可是她爬的姿势不好看"我不知道

怎么给她改正过来+

甲# 你知足吧" 我儿子每次爬得跟中弹了

似的"总是拖着一条腿前进"我都愁死了+

!!!两位新手妈妈交流心得的对话# 这位

妈妈的形容也太风趣了"怪不得宝宝那么小就

爱搞怪#

"网宗$

%&'()*'

本期%逻辑游戏&

答案

!"

书放墙角'谁也跨不过去(

#"

犯人是由地板下进来和逃

走的( 因为日本古建筑都是离地

建筑' 地板用一块块草席铺砌而

成' 只要揭起地板' 就可通到地

下(

$"

根据生活常识'只有双胞胎

才会如此相像( 警探想'这个小伙

子可能有一个孪生兄弟' 找户口

册一看'果然如此( 因此'很快就

抓获了凶手(

!!!!!!

在英国艾塞克斯郡的一家动物园'一只毛色正常的袋鼠妈妈生下了一只白化袋鼠宝宝'而另一只

白化袋鼠妈妈却生下了一只毛色正常的宝宝( 动物园方面表示'这一现象非常罕见( 他们还称'经常

有来参观的游客问
%

%你们确定这两只袋鼠没抱错孩子吗) &

+,-./0

$

月
1

日"网上一则$与老和尚喝茶&的微博遭

到网友调侃+ 网友发挥$一句话毁掉禅师体&的优

良传统"用各种出人意料的结尾$改写历史&+ 在你

心目中"$喝茶体&的结尾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原帖
&&

2

薛蛮子#六点登鼓山与一老和尚喝茶+ 我对

和尚说#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 他说#没

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我说#可我偏偏放不下+

他说#你不是喜欢喝茶吗' 就递我一个茶杯然后往

里面倒热水"一直倒到热水溢出来+ 我被烫到马上

松开了手+ 和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放不

下的+ 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

跟帖
&&

2

阿丁#登瘪山与老和尚喝茶+ 我说#我放不

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 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是

放不下的+我说#可我偏偏放不下+ 他说#你不是喜

欢喝茶吗' 就递我一个茶杯然后往里面倒热水"一

直倒到热水溢出来+ 真疼啊"我就把一整壶开水浇

在老和尚脑袋上了**警察同志" 全部过程就是

这样的"是他先烫得我**

2

营养师顾中一# 六点登鼓山与一老和尚喝

茶+ 我对和尚说#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

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我说#可我偏偏

放不下+ 他说#你喜欢喝茶吗' 说着递我一个茶杯+

我说#不喜欢"怕农药残留+ 气氛顿时凝固下来"接

着老和尚喝道#你神经病啊,

2

衣锦夜行的燕公子# 六点登鼓山与一老和

尚喝茶+ 我对和尚说#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

些人+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我说#我花

了很久的时间"可就偏偏放不下+ 老和尚凝视我良

久缓缓地说#以我多年经验"施主啊"放不下通常

是因为你硬盘容量不够+

123456

众所周知"人都是吸入氧气呼出$废

气&二氧化碳"氧气对于人来说不可或缺"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人体内若是缺少了二

氧化碳"是会中毒的+

人体从外界$进口&的氧气和$出口&

的二氧化碳都要保持平衡状态+ 如果$进

口&的氧气不足"机体就会出现缺氧症状"

如胸闷-呼吸困难-头晕-脸色青紫等+ 这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 可是当$出口&的

二氧化碳过多"也会打破平衡状态"导致

呼吸性碱中毒+ 不是有句俗话说$气得发

抖&吗' 说的就是呼吸性碱中毒+ 比如气

愤-情绪激动后出现了呼吸急促"或是哭

着哭着就晕过去了"都可能是由于呼吸不

畅而过度换气导致的呼吸性碱中毒+

该病发病时往往有手脚发抖-发麻的

症状"这个时候大家用个杯子-纸袋-塑料

袋"或是用张白纸卷起来罩住脸部"强迫

自己多吸入点二氧化碳"就能有效缓解症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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