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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坐火车到外地出差。
上了车，他发现一个二十出

头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靠在椅背上睡得正香。小王轻轻
地把他拍醒，客气地说：“不好意
思，这是我的座位！”

小伙子睁开眼，醒了会儿
神，才懒洋洋地反问小王：“你要
对号入座啊！给我看一看你的车
票。”小王心里有些不快，把车票
递给他。小伙子仔细地看起来。

小王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胡
子拉碴的男子站在一旁，瞪着一
双布满血丝的眼，时而看他，时
而看小伙子。小王心里一紧：难
道他们是一伙的。

这时，小伙子看完了车票，
把票递还给小王，然后老大不情
愿地站起身腾座位。小王刚坐
下，就见那男子照着小伙子后脑
勺就是两巴掌，嘴里还不停地嚷
嚷：“你倒是睡得舒服啊！”小伙
子抬手招架，两人撕扯在一起。

这时乘警走过来，喝住男子
说：“住手！有话不能好好说？至
于动拳头吗？”

男子住了手，余怒未消地狠
狠瞪了一眼小伙子，委屈地申辩
说：“警察同志，你不知道这小子
有多坏！”他指了指小王的座位，

“我本来在这里坐得好好的，这
小兔崽子拿张票在我眼前晃了
晃就收了起来，说是他的座位，
害老子站了一宿啊！”说着，男子
又转向小伙子，气急败坏地吼
道，“都是站票，你凭啥把老子赶
起来？” 据《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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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先生，年逾
八旬，依然身强体健。
记者采访他，问他保持
健康的秘诀。

老先生说：“这要
特别感谢我太太。每次
我俩吵架，我都会出门，
待上一段时间。回家后，
我太太气也消了，我们
就和好如初了。”

记者疑惑地问：
“您是要告诉我，家庭
和睦对身体好吗？”老
先生摇了摇头，说：“这
些年我俩经常吵架，我
经常在户外活动，才能
这样健康。”

横列:
一、《论语》中“脍不厌

细”的上一句，形容食物要精
制细做。

二、一种鹤类，因头顶有
红色“肉冠”而得名。

三、我国迄今为止最高
的巨型佛像，座落于无锡小
灵山。

四、香港男演员，主演电
影《窃听风云》《保持通话》
等。

五、国内女作家，代表
作品有《淘气包马小跳》系
列等。

六、东汉晚期的农民战
争，又称“黄巾之乱”。

七、泛指在生活中存在
的各类劣质油，如回收的食
用油等。

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的作家、诗人，代表作是

《十日谈》。
九、苏轼的词《水调歌

头》中“明月几时有”的下
一句。

十、国产时尚体育运动
品牌，即 Xtep。

十一、成语，下手的时候
留点情面，比喻处理事情不
要太苛刻。

十二、陕北民歌曲调的
一类，又称“顺天游”“山曲”。

十三、夏季开设的供青
少年或集体的成员短期休
息、娱乐等的营地。

填字游戏

1 . 成都小吃，形似馄饨。
2 . 俗语，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深，形容骄狂无知。。
3 . 童安格的歌曲，第一句歌

词“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
4 . 电影《指环王》中的一种

像人的生物，相貌俊美，长寿，
有尖耳朵。

5 . 西餐常用的一种调味
品，是牛奶里提取的乳脂经过
加工得到。

6 . 问句的一种，答案就在
问句之中。

7 . 张信哲演唱的歌曲，第
一句歌词“每当我听见忧郁的

乐章”。
8 . 美 国 科 罗 拉 多 州 的

首 府 。
9 . 成语，形容为正义而斗

争的精神极其崇高。
10 . 武侠小说人物“四大名

捕”中“铁手”的名字。
11 . 古代砒霜的一种俗称。
12 . 古希腊神话中的小爱

神，手持弓箭。
13 . 一种观赏花木，以日本

的最为著名。
14 . 成语，军队每向前推进

一步就设下一道营垒，比喻行
动、做事谨慎。

别指望了
家里停电，是保险丝烧断

了，老爸爬梯子上去修，我在下
面问：爸，保险断了没？他：没，
受益人是你妈，你就别指望了！

饿不着
我们那结婚都有算命的习

俗。今天媳妇突然对我说她是
五月出生的，属猴，那时候没有
桃子吃，算命的说不太好。然后
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没事，我
一年四季都有吃的，你跟着我
饿不到你，我属狗。然后我媳妇
来了句我终生难忘的话：看来
我也只能跟着你吃屎了！

先来两下
昨天去理发店理发，进门

后一名学徒招呼我坐下来，拿
起推子给我鼓捣了两下，然后
就去一边玩手机了。

我问他“怎么停下来了”，
他抬头一笑“师父吃饭去了，怕
你等不及走掉，所以我先给你
来两下。”

小贝壳
小时候，我哥哥总骗我钱。

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要小贝
壳。我给了他 50 块钱，结果晚
上的时候他真的给我带了一堆
小贝壳。我将它们视为珍宝好
多年，直到有一次过年，我见到
了开心果。

相识之日
我永远忘不了与女友相识

的那个晚上。那晚，一位姑娘跑
来敲门，我妈开门，问：“有事
吗？”姑娘急匆匆地问：“阿姨，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我妈转
身，指了指躺在沙发上的我。

实现理想
20 年前的小学语文课上，

老师叫我们写下自己的理想。
全班 60 个人，有的要当科学
家，有的要当老师，有的要当国
家领导人，而我的理想是当一
名工人。当时很多同学嘲笑我
没有志气，如今，60 个人里只
有我的理想实现了。

我要火了
朋友特爱玩电脑，他妈妈

嫌他不求上进，便在一旁教育
许久。朋友一声不吭地盯着电
脑，突然他看到自己制作的视
频转载次数过万，激动万分地
对他妈说：“妈，别说了，我要火
了！”他妈一个巴掌抡过去：“反
了你了！”

十秒之内
记不清是在哪里看到过：

如果你抬头看着他，十秒之内
他要是忍不住亲你了，那就证
明他是真心喜欢你的。昨天我
抬起头深情地看着男朋友，大
概过了五秒，他吓得把手里仅
有的一串章鱼小丸子递到了我
的手上……

成功背后
“亲爱的老公，你知道吗，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
个伟大的女人。”

“知道了，可是老婆你能不
能下来自己走一会儿？我真的
背不动了。”

数独

纵列：

对号入座

棋高一着
这天，小怡发现闺蜜楚楚穿

了条漂亮的新裙子，就问多少钱
买的。楚楚一脸得意：“两千块，我
使招才让我那抠门老公给买的！”

在小怡的追问下，楚楚才告
诉她：先带老公去珠宝柜台，说是
要买一枚五万元的钻戒，老公自
然不肯，楚楚假装生着气，这才去
了女装区，指名要买这条早就物
色好的裙子，老公哪敢不从？

小怡点头受教了。第二天，她
和男友亮子逛街，小怡正想亮出绝
招，亮子却主动提出去看钻戒。小
怡选中了一款标价十万的钻戒，亮
子笑着说：“我现在就给你戴上。”
说着，他忽然“扑通”一声单膝跪
地，手拿戒指，深情地望着小怡：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小怡幸福得差点没晕过去，

一脸害羞地点了点头，让亮子把
戒指戴上。

就在这时，亮子把戒指递给
营业员，对小怡说：“行！亲爱的，
那你等我攒够了钱给你买！”

小怡又气又羞地转头就走，
她来到女装区，走到心仪已久的
裙子前，对亮子嗔道：“今天你必
须给我买这条裙子，作为补偿。”

谁知，亮子却小声对她说：
“亲爱的，别闹，钱省下来，才能给
你买戒指。”说着，他掏出手机，把
刚刚拍的钻戒给小怡看，“你戴着
这戒指真是美极了！”小怡看看照
片，再看看亮子真挚的双眼，犹豫
着答应了。

亮子又把小怡夸了一通，小
怡美滋滋地去补妆了，亮子这才
拿出手机，拨通了楚楚她老公的
电话：“哥们，你陪楚楚逛街省了
四万八千块是吧？知道我今儿省
了多少吗？整整十万三呐！”

据《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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