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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幽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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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父亲带着小女儿到医院

拔牙!!回家途中问她牙齿还疼

不疼"

女儿答#我不知道啊$牙齿不

是留在牙医叔叔那儿了吗"

#$%&

两个重伤病人在病房里聊天%

一个人说&'我真倒霉$昨天开

着刚买的新车出去兜风$ 正得意

呢$ 忽然看到马路前面有一块牌

子$上面写什么东西$太远了$没看

清楚%我就赶紧开过去$一看$只见

牌子上写着&前面有沟$请绕行%可

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

带车掉下去了% (

说到这$ 他停了停问&)老兄$

你怎么也伤得这么重"你的伤是怎

么回事啊" (

那人突然狠狠地瞪了他一

眼$说&*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挖

沟呢+ (

'()

客人& 你把我的头理成这样$

我该怎么见人啊"

理发师&没关系, 本店兼售帽

子和假发%

*+,-

女士&老板$这个鳄鱼皮包我

很满意$就是不知道防不防水"

老板&当然防水咯+ 你见过鳄

鱼打伞吗"

./

顾客喝了一口他点的酒$叫来

了服务员问&*你们卖的酒怎么没

有酒味啊" ( 服务员接过来一闻$

说&*啊$真对不趣$忘记给您掺酒

了+ (

012

*你得了一种恶性传染病+ (医

生对病人说$*我们准备让你住进

隔离病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薄

饼和比萨% (

*薄饼和比萨能医治我的病

吗" (

*当然不能% (医生说$*但这是

我们惟一能从门缝里塞进去的食

品% (

地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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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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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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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对一

位成绩极差的本科同学的关怀
ô

历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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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能使一只猫快活得像一

个皇帝! 也能使一个皇帝快活得像

一只猫"

!

婚姻要求一个男人准备四种

戒指 # 订婚戒 ! 婚礼戒 ! 受苦戒 !

忍耐戒"

!!"

岁的男人下了班想玩一会

儿 !

#"

岁的男人下了班想歇一会

儿"

!

对青春有三条建议 # 第一是

思考! 第二是思考! 第三是不能老

是思考"

!

敲门声最响的一定是收费的!

敲门声最轻的一定是推销的"

!

人生三难题# 思! 相思 ! 单

相思"

!

追到小偷! 可以把损失拿回

来$ 追到女朋友! 你的损失才刚开

始"

!

追求姑娘宜用诗歌 $ 记录蜜

月可用随笔$ 讽刺老婆得用杂文"

!

名人的言论如果风趣 ! 就会

成为名言$ 如果枯燥! 就会成为文

献"

!

如果你经常不按时吃饭 ! 就

必须按时吃药"

!

写文章要像大人物发布指示

那样简洁! 像小人物求人办事那样

诚恳"

!

男人掏钱是情人关系 ! 女人

掏钱是夫妻关系! 男女抢着掏钱是

朋友关系"

!

当足球打在门柱上的一瞬间!

你便领教了什么叫运气"

!

不要以你自己为模型来复制

你的部下"

%今人聪明还是古人聪

明& '人们常有这样的辩论" 结

果通常分为两派# 一派崇古!

一派尚今"

崇古派认为古代诸位圣人

的品行( 杰出军事家的计谋(

文人诗词歌赋的艺术造诣等

都不是现代人所能超越的" 翻

翻诗词歌赋集 ! 确实要感叹

%唐诗三百首 '( %四大名著 '

))

要说古人不如今人聪明!

崇古派是不饶的" 尚今派也理

据确凿!现代人发明了地上跑

的(海里驶的(空中飞的!还有

能上月球与嫦娥姐姐共度中

秋的高科技!古人应该是想都

不敢想的"

这一反驳甩出来! 谁还敢

说今人不如古人聪明& 但是!

除了两派!还应该有个更客观

的第三派!此派认为今人与古

人的智慧程度无法比较" 今人

高科技所取得的成果! 都是站

在古人的肩膀上采摘而来" 人

类的历史是个不断向前( 连贯

发展的轨迹! 某种新事物的发

明必定会先由前人提出! 后人

再不断探索完善" 要比较两者

谁更聪明! 放在历史的长河里

还真是没有答案"

只能笼统地说!古人把聪

明才智放在了诗词歌赋(推算(

八卦(周易(玄学等大多数今人

不懂得的东西上! 今人把聪明

用在高科技上! 使人类的文明

不断向前迈进"

三派的辩论 ! 非常有意

思!但还是不要去参与的好"相

对古人!我们是今人$相对未来

人!我们同样也是古人"今人聪

明还是古人聪明&总之!生活在

当今社会的人! 好好地过自己

的生活才是最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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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妇女! 虐待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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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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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封建迷信

abc5H<!dedf)'@

g5Ë: +hË!=i¾jk(l

m+no $% '°±3 íppqr

stu�_vwxyz'{|}~3

�+������yz��3 ]��

����z3 �u���Õ: +w

��� ���H��k��\\�

�_H�'(°3 ��� _¡ì

zr:

许褚
ÿ

当众裸体! 有伤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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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取巧! 出工不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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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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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蔚子如此诠释婚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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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味与女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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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女人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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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有本质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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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结婚得找个爱自

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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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点游戏精神 % 婚姻

可不像游戏$ 需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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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总是比理想要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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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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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江木园谈塑造

第一印象的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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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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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的爱情的精妙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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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群体的体育

锻炼现状

!专家" 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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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手术后你只能吃流食% (

病人&*太好了$ 我平时最爱吃

流食% (

医生&*什么流食" (

病人&*白兰地% (

!!"!#"

"

巧治流感

"

金字塔之谜

立等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