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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和慢
那一天， 蜗牛和猎豹在聊

天。
蜗牛望着猎豹强健的体魄，

羡慕地说“动作快真是好呀，可
是我……唉，上周末和女朋友去
看电影，快开场的时候我去了趟
洗手间， 回来时电影都散场了，
白买电影票了！ ”

猎豹叹了口气， 郁闷地说
道：“这有什么！ 昨晚我饭后想散
步，随便在马路上走了走就收了
六张超速罚单，还被扣了 12分，
年内都不许走路了！ ”

坑害消费者
大伟长相一般，几次相亲都

没有成功，这次，大伟又要去相
亲了，家里七大姨八大姑全体上
阵， 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扮了一
番。

大伟焕然一新了， 老妈看
了，说：“猪鼻子插葱，装象！ ”大
伟不服气地说：“这叫包装！ ”老
妈摇摇头，对着那些亲戚说：“咱
是二等品， 非要整成特等品，坑
害消费者啊！ ”

没下过厨房
我老婆不会做饭，结婚三年

了，她都没下过厨房，她做过的
离“下厨”最接近的一件事，就是
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我的新车
洛瑞新买了一辆车，倒车时

会发出“嘀嘀嘀”的声音。
这天，他把车停在家附近的

斜坡上， 然后去屋子里取东西。
一会儿，传来了“嘀嘀嘀”的声
音。
“噢！ 我的新车！ ”洛瑞赶紧

跑出屋子。
他发现车子还在原地，一只

鹦鹉正在树上无辜地看着他。

手艺
某君去按摩，他觉得那位按

摩师傅手艺很好， 忍不住夸道：
“师傅，我从没遇到过像你按得这
么舒服的， 你这手艺在哪儿学
的？ ”

师傅叹了口气说：“学啥
啊，我之前是专门做面点的，可
面点店得上早班，我起不来，后
来知道这里不用上早班， 我就
来了。 ”

老师正在帮一个小学生填写报
名表格，她问：“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
的？ ”

小学生骄傲地说：“我爸爸是省
长！ ”

老师吓了一跳，问：“是哪个省的
省长啊？ ”小学生回答道：“我上幼儿
园的时候， 爸爸从来不给我买玩具，
能省就省，阿姨们都说我爸爸是最省

钱的家长，后来就叫成了省长。 ”
老师听了“哈哈”大笑，于是又

问：“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
小学生又骄傲地说：“我爸爸是

白领！ ”
老师问：“是什么白领啊？ ”
小学生大声地说：“每到月初，爸

爸就把领了的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叔
叔们都说我爸爸领了工资自己捞不
着花，领了也是白领，后来就叫成了
白领。 ”

惯偷郝大顺最近收了个徒
弟，外号“机灵豆”。 这天，郝大顺
带着“机灵豆”来到步行街上“实
践课”。 经过一番观察，郝大顺指
着一个中年妇女，说：“看，她就
是我今天的目标对象！ ”
“机灵豆”朝那妇女看去，只

见她肩上背了只坤包，胳膊紧紧
地夹住包。“师傅，偷她的包，难
度很大啊！ ”郝大顺却打了个响
指，说了句“仔细看”，便朝中年

妇女走去！
嗨！ 撞人、割包、夹钱包，一

气呵成， 郝大顺得手了！“机灵
豆”看得目瞪口呆。 郝大顺没事
人似的走回来，笑道：“看明白了
吗？ 你也试试！ ”

这时，不远处走过来一个高
挑、性感的女人，一下子吸引住
了“机灵豆”的目光。 这美女刚打
完电话，把手机随意塞进了外套
口袋里，手机挂件还露在口袋外
面，随着美女的脚步，一上一下
地摆动。“机灵豆”暗想，自己技

术不高，就拣容易的上手吧！ 想
罢，就朝着那美女追去了。

郝大顺一看， 赶紧在后面
“哎”了一声，可是“机灵豆”眼里
只有手机和美女，没注意到郝大
顺的喊声。
“机灵豆”紧紧贴在美女身

后走着，瞅准了机会，把手伸进
她的口袋。 美女毫无察觉，眼看
就要得手，突然，有人高喊一声：
“抓小偷！ ”好家伙，不知从哪儿
跑出来五六个男人，把“机灵豆”
一顿暴打，然后送进了派出所。

几天后，“机灵豆” 出来了，
看到郝大顺， 他委屈地说：“师
傅，我太倒霉了，那手机看起来
多好偷呀，谁想到……唉！ 是我
出手太慢了吗？ ”
“傻徒弟，是你的目标定错

了！ ”
“什么意思？ ”
“你想呀，这美女走在街上，

难道只有你一个人盯着吗？ 满大
街的男人都盯着呢！ 出手再快，也
逃不过那么多双眼睛啊！ 为师告
诫你：偷谁也别偷美女！ ”(马莉莉)

别惹美女

一个红包发到群里，就像一
根雷管丢进鱼塘，瞬间炸出好些
潜水的家伙。 短短两分钟内，红
包遭到十七次点击，在十七部手
机上弹出十七个一模一样的提
示框：该红包拒绝被领取。

十个人继续潜水，剩下的七
人纷纷对红包主人发动调侃：
“强哥，你这红包怎么回事儿？ 逗
我们玩儿是吧？ ”“和包主关系不
铁领不到红包？ ”“我被包主拉黑
了？ ”

李强赶紧澄清：“没人被拉
黑，大家都能领。 等我研究下。 ”

红包对李强一视同仁：该红
包拒绝被领取。

这是咋回事？ 啥叫“拒绝被
领取”？ 里面还有我二百块钱呢！
李强气愤地拨打客服电话，彩铃
三遍后，终于通了。

客服用其血统所能允许的
最甜腻的声音依次解答了李强
的几个疑问：“先生，这是我们新
推出的智能人情味儿红包，要先
和红包聊会儿天，获得红包认可
才能领取礼金。 ”“您可以长按红
包界面，点击私聊，然后打字或
语音都可以。 ”“每个红包的性格

不一样，您不妨聊聊看。 ”
有点儿意思。 李强转告大

家，大家却表示“抢红包还要看
它脸色不如不抢”， 随后整个群
陷入沉寂。

李强没再搭理他们，开始跟
红包聊天：“你好。 ”

红包说：“你好。 ”
“把钱给我。 ”
“不给。 ”
“我是你主子，你拿的是我

的钱。 ”
“那又怎样？ 你给领导送礼，

也敢要回去吗？ ”
“我是你的主子！ ”
“领导还是你的公仆呢。 ”
李强一时语塞， 换了个态

度：“让我领一下嘛，你留着钱也
没用， 过了 24小时还不都得退
给我？ 让我领一下，我好看看都
有谁领到了。 ”
“你是包主，这个可以告诉

你，现在有三人领到，分别是：林
薇薇 19.25元， 方晓义 7.14元，
胡洋 54.00元。 包括你在内还有
八人正在试图领取，除此之外还
有五人已经被我拉黑， 他们骂
我。 ”

嘴里说不抢， 还不是都在
抢，李强心想，又问红包：“那三
个人是怎么跟你聊的？ 你说说
看，我也学习一下。 ”
“林薇薇夸我。 ”“不，不是夸

我红，是夸我胖。 ”“这你就不懂
了吧， 我们红包界以胖为美。 ”
“现在才夸我胖不是睁眼说瞎话
吗？ 只剩一百块出头的余额还能
叫胖？ ”“要不你再给我塞点儿也
行，把我塞胖了，我就可以心安
理得地接受你的夸赞了。 ”

我才不上当呢， 李强又问：
“方晓义夸你什么了？ ”

“他没夸我，他保证领到红
包他也发红包。 ”

就在这时，“叮”一声，方晓
义发了一个红包。 李强飞快点开
一看，2.58元， 再看别人领的金
额，心算一下，加起来也没二十
块，方晓义还是那么抠门儿———
等等，不对啊：“怎么他的红包不
用聊天就能领？ ”
“太瘦的红包是没有力气聊

天的。 ”
“这样啊……”李强好像明

白了些什么，“胡洋呢？ 他小子领
得最多了。 ”

“他是为爱劈用户。 ”
“啥为爱劈用户？ 是 VIP用

户吧？ ”
“不要乱讲，就是为爱劈用

户。 本红包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除非极其必要决不使用外语。
为爱劈用户对生活充满热爱，
这种热爱可以表现在喜欢美
食、热爱时尚、经常看电影、看
演出、爱旅游……无论哪种爱，
只要使用本应用内置钱包消费
累计达一定金额并保持足够的
月流水量， 即可自动升级成为
爱劈用户，享受抢红包优先权。
用我们的热心， 补贴您对生活
的热爱！ ”

“屁！ 我看你们是在吸钱
吧！ ”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
“少转移话题！ 你们就是在

吸钱！ 我要投诉你们！ 把我的钱
还给我， 我以后再也不发红包
了！ ”

“你说的什么， 我不太明
白。 ”
“……”
对话框瞬间关闭，一条系统

提示弹出： 由于您语言不文明，
红包已拒绝您的领取请求。 下次
要注意哦！

（鸦生）

拒绝被领取的红包

爸爸是省长
昨天，张哥到麻将馆去

玩麻将， 已经晚上 10点多
了还不回家。 他老婆跑来
说：“你快回去吧，孩子非要
找你睡。 ”张哥一愣，说，知
道了，让老婆先回去。

过了半小时，老婆又来
了， 说：“孩子看你老不回
来，已经哭了，我哄不好。 ”

张哥说， 再玩一会儿就回
去，老婆只好走了。

又过了 20 多分钟，老
婆又来了， 说：“孩子说了，
你要是不回去， 他就不睡
觉，你看着办吧。 ”

张哥正好输了，一肚子
的气，站起来吼道：“你能不
能让我安静一会，又是孩子
哭又是孩子不睡觉，我们根
本没孩子。 ”

没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