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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悟空!

我这封信写得很慢! 因为知道你

看字不快"

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

因为搬家的时候把门牌带来了"

这礼拜下两次雨! 第一次下了
!

天!第二次下了
"

天"

昨天我们去买比萨! 店员问我要

切成
#

片还是
$%

片! 我说
#

片就成

了!

$%

片吃不完"

我给你寄去件外套! 怕邮寄时超

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口袋里了"

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

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

最后告诉你本来想给你寄钱" 可

是信封已经封上了" 提前祝愿儿童节

快乐#$噢!等你收到信!应该都要中

秋了吧%

亲爱的八戒!

我在天庭住了好一阵子了! 不知

你在高老庄过得如何& 这封信写得很

慢!因为我知道你看信很慢!而且斗大

的字识不得一箩筐%

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

因为搬家时顺便把门牌带来了%

这里天气很好!云淡风轻!晴空万

里!就是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

了
!

天!第二次下了
"

天%另外告诉你

一件事!本来你师母不想让我告诉你!

因为怕提起昨日的伤口! 为师想了一

年还是决定告诉你!你可要挺住'嫦娥

一年前生了!生下来不像你!是一只猴

子%

为师怀疑是你大师哥干的好事!

但是他不承认%

我知道你还是深爱着嫦娥! 知道

这些事一定对你打击很大! 希望你一

切朝前看!虽然失去了一朵小花!但整

个春天都是你的%

最近没什么事!我还是不写了吧!

写多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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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年纪

建议
<

宁嫁老不嫁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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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金钱

建议
<

最好嫁愿意为你花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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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性格

建议
<

嫁人要嫁性格合拍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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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情史

建议
<

要嫁有过情感历史的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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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花心

建议
<

不要害怕所谓的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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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品格

建议
<

嫁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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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母为你带来了家庭出身

和城市出身! 职业出身和教育出身则

是你自己的事"

!

没有最好的城市! 所有的城市

都是无主之地" 所有的造城者和毁城

者都会死去!留下街道和建筑#工艺与

风俗的残篇断简"有一天你巡游四方!

记得向土著学习#向石头致敬!但是永

远不要向人夸耀 $兄弟我在伦敦的时

候%"

!!"

岁前不需要学芭蕾# 声乐#

钢琴#围棋#奥数!

!#

岁前不一定要考

前三名!但
$"

岁前!最好去过很多城

市"

!

见最多的人!被最少的人看到"

认不认识市长不重要! 跟三教九流多

聊"

!

住一次总统套房! 再住
%

次青

年旅馆"吃几次米其林三星餐馆!再吃

无数次市井饭"

!

学习用语言#绘画#摄影和文字

四种工具! 建构起自己的城市认知版

图"

!

早起和熬夜都不是问题! 睡不

着才是问题"富有和贫穷都不是问题!

没教养才是问题" 白领和蓝领都不是

问题!为了就业而工作才是问题"

!

你的朋友不在
&&

上! 那是网

友&也不在
'(%

上!那是同事" 无事也

会想起! 不叫也会帮忙! 相视就有默

契!这样的人才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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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哈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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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里没有骨头! 可是它的力量

能折断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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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对眼睛来说是极乐世界 !对

心灵来说是地狱 ! 对腰包来说是炼

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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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按特色

定位%

:::Á4 e@

跌倒了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站起

来能够抓到一把沙子%

:::òAN^%pÛB

生活需要不断(刷新)!工作每天

都在 (复制 )!希望爱情不会只有 (粘

贴)%

:::CDE4F

结婚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全世界

的美女都出现了%

:::âGHz�Ý

小时候认为自己的父亲不简单 !

后来觉得自己不简单! 再后来觉得自

己的孩子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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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甜蜜的语言'(我不能失去你% )

最可爱的语言'(你去休息! 让我来做

吧% )最美丽的语言'(真幸运能和你结

婚% )最温暖的语言'(不管怎么样!我

要和你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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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狐臭净
# 无毒无色无

味!即刻清除异味!仅需一瓶让您
终生远离狐臭困扰! 厂方经法律
公证"公证号

"&#

号 #郑重承诺 $

无效果者重奖
$&

万元!复发补偿
%&&&

元!每套产品均有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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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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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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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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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鹿和小兔子在聊天"

长颈鹿说
)

$小兔子!真希望你

能知道有一个长脖子是多么

的好" 无论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吃的时候都会慢慢的通过

我的长脖子!那美味可以长时

间的享受" %兔子毫无表情地

看着他 " 长颈鹿继续说 '$并

且!在夏天!兔子!那凉水慢慢

的流过我的长脖子!是那么的

可口 " 有个长脖子真是太好

了( 兔子!你能想象吗) %

兔子慢悠悠地说 '$你吐

过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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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情侣因小事闹别扭"男的

回家后!立即写了一封信" 信封上

方写的是女方的住址!收信人栏内

却写着$冷血动物收%" 过了几天!

信件被退回来" 信封上邮递员写

道'$原址经查无此动物" %

FG

我'$妈!我的运动鞋给洗了没

有) % 我妈'$洗了部分" %

我'$哪部分) %

我妈'$鞋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