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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双庆"

面对抢劫者说!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钱#"恐怕是很冒风险的

事情$ 据说抢劫者对身无分文的

被抢者易恼羞成怒 " 格外残忍

%%明智者出门" 身上最好带上

几百元不等的钱"以防不测$

面对银行的人来催债" 欠债

人赖皮地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

我没钱#" 其结果有多种可能'一

是银行通过司法部门" 查封你的

财产并拍卖( 二是通过相关法律

程序"直接到你单位扣你工资(三

是银行把你当爹" 就是让你坐牢

了"还怕你暴病身亡"盼星星 )盼

月亮地等你还债( 四是有的人利

用制度的种种缺陷" 千方百计地

将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 成了

巧取豪夺的&大爷#%%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 昨晚与

一位银行的朋友聊天" 得知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 国

家出台一些利民政策" 发放了大

小不等的贷款" 有的人在银行贷

了款赖着不还" 其他一些人发现

&老赖# 没吃什么亏 " 反而明显

地占了便宜" 纷纷效仿起来$

实在无奈" 银行的人只好找

上门来 " 欠债者要么 &迁 # 走

了" 要么躲了起来%%银行拿赖

帐的人没办法" 后来好些欠账都

当作坏账处理 " 国家遭受损失 "

银行也吃了哑巴亏$

!"""

年后" 制度建设在不断

完善" 人们贷款不那么轻而易举

了" 得有财产抵押" 还得建立详

细的档案" 对信用负责有了新概

念" 银行坏账的漏洞才渐渐堵上$

据说银行这些年自负盈亏" 在严

格信贷制度后效益大为改观" 靠

贷款 &发财 # 的人也越来越少

%%由此我越发相信 &君子# 与

&小人# 说的荒谬$

没有好的制度"&君子#一念之

差就成了&小人#(有了好制度"并

切实执行"&小人#也不得不乖乖地

做遵规守法的&君子#$

至于拦路的劫贼"要是有了良

好的治安"他们更不可能嚣张到哪

去"咱身上也不至于总要带上&防

抢劫#的&盘缠#$

!

叶海声

!"#$%

漫画说明!被抢劫者对抢劫者

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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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爸爸了" 我给手机内所有的

号码发去一条短信' &俺要当爹了恭喜

俺吧%%# 接下来是铺天盖地的回复'

&恭喜了" 为你感到幸福*+ ,这是

最普通的-

&唉" 明年又要多送一个红包了*+

,这是经济不宽裕的-

&等生了闺女" 再和我联系" 儿子

就免了*+ ,这是给儿子物色娃娃亲的-

&那我怎么办. 看来真的没戏了$+

,这是对俺媳妇念念不忘的-

&你这个叛徒$+ ,这是当初和我

一起发誓不要孩子的-

&我就纳闷" 你怎么一出差就当爹

了呢.+ ,这是非常无耻的-

&真的" 大哥" 我发誓" 不是我的

错*+ ,这是最让我吐血的-

&找他们算账去" /杜蕾丝0 也有

质量不过关的时候.+ ,这是让我不知

道该说什么的-

&傻乐什么啊" 你当爹" 我还当爷

爷呢*+ ,怎么开口就骂人. 它是俺爹

发的-

&呵呵" 可有玩的了" 玩坏了" 别

怪我啊*+ ,这是我弟弟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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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恋人在通信时附庸风雅# 乱用

词汇#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男的写道%&亲爱的# 想我们不久前

还素不相识# 可如今已经熟视无睹了

'()女的复道%&亲爱的#你说得太好

了#我不仅对你熟视无睹#而且还横眉

冷对哩* )

'()*+,-

女%你说你很寂寞#为什么不去找你

以前的女朋友而来追我呢+

男%好马不吃回头草*

女%你们班上也有女孩呀*我们俩相

隔这么远#你却来追我呢+

男%兔子不吃窝边草*

女%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抛弃我呢+

你这个混蛋*

男%天涯何处无芳草*

./0123

妻子到监狱探望丈夫% 你在这里过

得怎么样+ 受苦了吧+

丈夫说% 同在家里差不多# 不让出

门#不让喝酒*

456789

儿子%&爸爸#结婚要花多少钱啊+ )

爸爸听了回答说%&我还没算出来#

因为爸爸到现在还在为它埋单呢, )

:;

儿子问爸爸%&听说古代的新郎一

直到结婚时才能看清新娘子是什么样

的#是真的吗+ )

爸爸答道%&是的#不过现在还要晚#

要等结婚后$ )

<=>

结婚三部曲%第一年#男的在说#女

的在听-

第二年%女的在说#男的在听-

第三年%男女一起说#邻居在听$

\]T^d_R

X:6M

到了中国才知道亚洲的足球让上帝

都差点疯掉

到了泰国才知道见了美女先别忙拥

抱

到了澳洲才知道有袋子的鼠肉也很

有味道

到了法国才知道被人调戏还会很有

情调

到了西班牙才知道被牛拱到天上还

能哈哈大笑

到了奥地利才知道连乞丐都可以弹

个小调

到了瑞士才知道开个银行账户没有

#"

万
$

会被嘲笑

到了丹麦才知道写个童话可以不打

草稿

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的重要

到了古巴才知道雪茄有
%

种味道

到了巴西才知道衣服穿得很少也不

会害臊

到了阿根廷才知道不懂足球会让人

晕倒

到了埃及才知道一座塔也能有那么

多奥妙

`ó?a%

&

)这人吧"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

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

!

)姑娘"这顿饭非常重要$ 你管谁叫

姑娘呢. 俺是纯爷们$

'

)

()

多岁的好几个呢%%哎呀"都

是
(*

后啊$

+

)爷爷培养你四十多年了$ 爷爷"我

才多大啊$我培养你爸三十多年"是个半

成品"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你

爸$

,

)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是

获取了一片大森林啊$

-

)没事儿"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在乎

你这颗蒜啊$ 呆着吧$

.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就在身边

找"数量本来就不多"何况质量还不好$

(

)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

个姑娘陪我$

/

)梁山伯和祝英台也是同学"都蝴

蝶了"还翩翩飞呢*

#*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还

没用完$

##

)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没

死"钱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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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叫我来享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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