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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哈哈镜

俏皮话
●90后是最惨的一代啊！上

有80后鄙视，下有00后蔑视，还
有60后和70后管着我们啊！！

●根据我多年的总结，胖子
唯一的好处就是，人多的时候可
以坐副驾驶。

●如果你在11月出生，那么
恭喜你，你父母当年过了一个不
错的情人节。

●是不是帅哥，剪个平头就
知道了。是不是美女，卸了妆就
知道了。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
越少。

●每天都有两件事情会让我
很不爽：1、天怎么又亮了。2、
天怎么又黑了。

●不要崇拜哥，不然你嫂子
会让你成为传说。

●不要迷恋姐，否则你姐夫
会叫你吐血。 （悠哈）

1、远离美女，以防美女被大
风刮得站立不稳，一头撞入自己
怀中，有说不清道不明嫌疑。

2、远离烤鸭店，以防店内烤
鸭子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有
一只落在嘴边，有偷吃烤鸭子嫌
疑。

3、远离幼儿园，以防园内孩
子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有一
个孩子落在怀中，有拐骗儿童嫌
疑。

4、远离老婆，以防自己被刮
上天，落下后又恰巧落在别的女
人身边，有红杏急于出墙嫌疑。

5、远离机场，以防自己被刮
上天，落下后恰巧落进机舱，有
冒充外星人嫌疑。

6、远离酒厂，以防厂内成品
酒车间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
有一瓶酒落在嘴边，有借酒撒疯
破坏公物嫌疑。

7、远离发电厂，以防发电厂
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有一捆

电线落在身边，有盗割电线嫌疑。
8、远离别墅，以防整栋别墅

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被罩在
屋里，有入室盗窃嫌疑。

9、远离厕所，以防整座厕所
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被困在
女厕所，有流氓成性嫌疑。

10、远离办公楼，以防整座
办公楼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
被困在局长办公室，有假冒局长
嫌疑。

11、远离火车站，以防火车
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被罩在
车厢里，有逃票上车嫌疑。

12、远离婚礼现场，以防与
新郎一起刮上天，落下后恰巧落
到新娘旁边，有心术不正嫌疑。

13、远离汽车专卖店，以防
名牌跑车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
巧被罩在驾驶员位置，有偷盗汽
车嫌疑。

14、远离国境线，以防自己
被刮上天，落下后又恰巧身处国

外，有非法越境嫌疑。
15、远离运钞车，以防运钞

车被刮翻后钞票散落，恰巧又有
大风将成捆的百元大钞刮到手
中，有抢劫运钞车嫌疑。

（牛爱霞）

刮风时不可去的十五个地方

这么客气干啥
清晨，老婆将厨房垃圾和卫

生间厕纸用袋子装好，我出门便
顺带拿了出去，经过邻居家门口
时，刚好遇见邻居抽烟，他便客
气的分我一根，一番寒暄。

突然他老婆快步上前，“瞧
你，大家都是邻居，串串门而
已，这么客气干啥。”说完，接过
我手中的袋子就进了屋里。 现代老婆饼

旺铺转让
文明中路，电话：13876686380

社区卫生站招聘执业医师
13976016769

明珠广场傍店铺转让
潮流视窗一楼两间铺面，经营范
围广，手续齐全，189763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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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最大旧货市场收旧货
13976605777

金源小区
纯住宅、一层架空层、车位充足、每
平方米起价7080元、2015年底交
房。连接省委、省人大、大润发超
市、和风江岸省公务员小区、南渡江
风景公园。热线0898一65345566

售三亚市中心
小户型大产权拎包入住15108916760

一对一小班制，中小学各科辅导
国贸玉沙路中房公寓802。68850118

张力
数学

F8室内设计教学
室内外效果图及动画制作13976215898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心贴心
家 政

月嫂 保姆 育婴师 看护 保洁
国贸路王府大厦 6A 68557661
海甸二东路宏海大厦一楼 66273810

《椰之家》爱心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钟点工
国贸大道金福城C栋045房66591299 66731009

永兴搬家公司
专业搬迁公司、家庭、单位、酒店、承接各市
县搬家。电话：13976089860 13976638576

雅洁家清洁
保姆 月嫂 清洁服务13807679077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
国贸海德堡酒店813室 68555227 68558857

百灵代写文字
报告、方案、事迹、总结、论文、诉
讼、合同、其他。15607584866

保姆月嫂 看护开荒 保洁
国贸富豪大厦C座北楼1209房66669309
海德路澳洲园46号66668500

壹家亲
家 政

二十年在职优秀老师辅导
一对一可上门。高、中考提分冲刺班，各年
级辅导班，30元/时起，可试听13036034439

百元家教百分效果
十年毕业班数理化辅导经验，擅沟通强方
法包提高。于老师18789678987非中介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876820717

宋老师阅读作文
24年教学经验14年培优品牌小班高效免费试听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 13700493089 宋

博霖
英语

中小学英语冬季班11月29、30日开课
65392997 66188626

海大海师家教
经验丰富，小初高一对一上门辅导，保
证提高成绩。张老师1838959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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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息180元/CM高 家教家政100元/CM高 个人信息80元/CM高 统一4.5CM宽 买五送二
海口分类广告及夹报广告热线：66810111 66810228

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订报抽奖招商启事
为回馈读者，《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举办

2015年订报大抽奖活动，现向社会诚招有实力的
赞助商家，我们将通过新闻版面、广告版面及DM
夹报广告等方式宣传商家信息，有意向者，请致电：
0898-66810505（周小姐）13322066120（张小姐）

招，肥料，农药业务员(有以色列硝酸钾，
硝酸钙，比利时双酶肥，日本微生物肥，氨
基酸原粉，比利时复合肥，15008027177

高薪诚聘
旅游商场招讲解销售数名，男女不限，25-
40岁，口才好，欢迎资深讲师加盟，待遇最
低保证5000元/月包吃住，工作地点：定
安、黄竹，电话：13322070693 88827732

国贸黄金地段4000平方米商铺
转让或分割招租，13307540318

商场铺面转让
三亚胜利广场家居馆，35平，含货、押金、
租金，新店接手可盈利 13807522311

特
高
价

空调 家电 家具
13158990058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特
高
价

别墅347万，440m2

独栋，占地近500m2，15595980247

求职：保镖兼司机工作
本人初来贵宝地，有需要老
板请联系：13648917538 谢

泰龙城招聘
保安：男女不限 退伍军人、班长（可做
储备干部）优先入职，待遇优。66220810

幼儿园转让
证件齐全，国贸、世贸。
联系人：13976010191林生

养羊场寻求合作或转让
13706946566 13110505010

茶艺馆转让
龙昆南道客新村，证件齐全，
960m2。电话：18876081658郑

海秀东路茶艺馆低价转让
1000平方，证照齐全，租金低。13876388817

转让全新己用10个月的新源轮胎
65－7挖机、九成新 11.3万
（谢绝中介）电13876922244

机关单位招聘启示
西海岸市政府新办公区附近机关单位招聘
合同工。条件要求：（一）初中以上学历；
（二）厨师、水电工、保安员（男）18-40岁，
厨师、水电工必须持有资格证书，经验丰富
可放宽年龄。（三）保洁员、服务员（女）18-
35岁。经录用享受五险一金，包住宿。应聘
人员 2014年 12月 5日前提交简历、证书、
身份证复印件。68551852、13178907152杨

转让
2011 年 9 成新无事故进口奔驰
ml300越野车。陈先生 18976237138

商务酒店餐厅、棋牌室对外承包
13519829891

卖地
五指山市区70年住宅用地180亩。

位置优越，三通一平。产权清晰，

手续齐全，接手可建。转让或合作。

周13937300936
农用宝地转让
昌江境内有农业地400亩转让，看地议价，
非诚者勿扰。电话：13389851200吴先生

招聘
盛运达物流招聘大板车司机多
名，月薪 8-9 千元，有社保，另
文员 2名。18976364722曹小姐

专攻贪玩厌学，苦学无效，培优补
弱，中小学学习方法指导，各科精
品一对一辅导。郭13976996417

治贤
教育

博宇会计 记帐 注册 房地产、物业资质
美嘉源出国 移民 留学 签证
贵州大厦1510/1515室66245208 66241075

永万路维多利亚花园临街商
铺 653m2带租约出售，可按
揭，买到即收租18689668077

招聘家庭做饭一名
工资 3000 元/月，要有经验，北
方籍优先。张先生 13215730233

急售海口市中心
昌茂城邦房一套 83m2，带停车
位，一口价 60 万，15103085239

酒店转让
客房、茶艺集体转让，秀英区
长流镇，价格面议，15107303289

大型量贩式KTV急转
黄金地段，可分层转让，有意
者电联：18089845752张先生

内蒙纯羊粪、纯鸡粪、有机肥、微生物肥、
氨基酸生态肥、土壤调理剂、青上化工、复
合肥系列，诚招业务员。13807665420

江苏干鸡粪（纯干、发酵）
鸡场自产自销18889599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