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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的句警告：Donot pu

 

 

以下笑话均为自己日志中的召集：（当然更新的笑话也在会发布在顶部谢谢 ）末了更新6.4

 

统计：电影【1】部

 

笑话【28】篇

 

长篇笑话【2】篇

 

1、列车员对乘客说：“惟有全体乘客赞成才能抽烟。”乘客：“可车厢里惟有我一私人。”列车员

：“那你就等车上的人座满了。”

 

2、几个学生考试当天起晚了，他们说谎说公车轮胎爆了所以误了考试，教授赞成他们补考，并安插

在不同考场，试卷惟有一道题：“哪个轮胎爆了？”

 

3、李先生去医院打针，在房门口时听医生说，这批病人是用来给实习医生考试用的，山东福利彩票

网。吓的他赶快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进门就听医生说：“你们这些护士这次补考可不能

再不及格了啊 ”

 

4、有个女孩去看妇产科....

 

医生: 小姐,祝贺你怀孕了,也请你转告你丈夫，祝贺他要做爸爸...

 

小姐:医生,我还没结婚耶... 我也没有男朋耶....

 

医生:这样阿...那你告诉你的双亲说,第二个耶苏要诞生了....

 

1.你的敌人在上厕所时，没纸出不来，你怎样办？？——给他一卷透明胶

 

2.有没有想到一私人你就想哭？——有，债主。

 

3.立即！马上！别想！说一个P打头的英语单词  ——PI GU !!!

 

4.方今有人追你吗？——有，我欠她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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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最研习雷锋的一件事是什么？——抱着大嫂送孩子回家。。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

的句警告：Donot。。

 

6. 小光阴调皮，导致最严重的一次恶果是什么？——小光阴在一个城墙上游玩~一不郑重，失足了。

。。。把别人从墙上踢了下去。。。。看看河南福利彩票网。

 

7.你偷看过别人隐私吗？——我明抢。。。

 

8.你想过寻短见吗？——我想他妈宰了你！

 

9.你初吻是在什么情状下爆发的？——6岁的光阴我对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说：不赞成我把你推

水沟里去。

 

10.和你做朋侪，最最少的标准是什么？——得是人。

 

河南省福彩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11.相互相爱的两私人，如何长相思守？——相互宰了对方，埋在一处。。。

 

12.有人默默的暗恋着你，相比看pu。你知道后会动心吗？——我觉得我会变心。。。

 

13.你后任结婚了，你愿意到场她婚礼吗？——我只想到场丫的葬礼！

 

14.子夜遇见劫匪，他说不唱歌不让你走，你会唱什么？——好汉歌。。。

 

15.说真的，你整过容么？——我肚子是隆的。。。

 

16.如果情敌掉水里了，你会怎样样？——尿尿。。。

 

17.男人怎样能说一套做一套？——关键时刻还会带个套。。。

 

18.冬天，多久洗一次澡？——冬天，包装纸。洗一次澡。。。

 

19.如果你的高中同学在KTV坐台，你恰巧碰到她了，你会？——我会点她出台。。。你看灯泡。

 

20.你觉得你自己排场，还是照片排场？——关灯排场。。。

 

21.韦小宝和白雪公主的联合点是？——都比力喜欢群P

 

22.雀斑，高度远视，大饼脸，象腿，粗腰，让你选一个当老婆，你会抉择？——我会抉择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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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刘翔：中国的速度！姚明，中国的高度！你！中国的？——分量。。。

 

24.看到一MM在河边呜咽，你会怎样？——我会偷偷把她推下去。。pu。。

 

25.有没有一私人，让你一想到，心里就酸酸的？——有，买糖葫芦的那个。。。

 

26.我爸爸突然对我说，我比李嘉诚有钱，你会说？——该吃药了

 

27.抽烟的男人有滋味，还是喝酒的男人有滋味？——不洗澡的有。。。

 

28.海边，有只海龟翻不过来身，你会？——拎起来，回家煮汤。。。

 

29.用二组词？——二逼

 

30.请用一也许二，也许两组词？——一个二逼

 

31.13个小朋侪分9个橘子，如何分才平允？——掐死四个！

 

32.每天让你挣扎的事情是什么？——便秘。。。

 

33.对联：找任务找好任务。 找老公找好老公 横批？——做梦。。你看新疆福利彩票网。。

 

34.公交车上你睡着了，醒来后想的是什么？——啊。。。我还活着吗？（因为我是司机）

 

,河南福利彩票网 引用 河南人
35.方今，眼睛离开电脑屏幕，向右看，看到了什么，告诉我？——我爹的巴掌，他妈的几点了还不

睡觉！！！

 

36.你觉得一见倾心、三见倾情和日久生情，哪个更是你的气势气派？——冷血无情，要么就一夜激

丨情！

 

37.如果必需暴露半边身体，你暴露左边还是左边？——下边

 

38.唰的一下！ 我就站在你面前，深情的望着你，你会。。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的句警

告：Donot。？ ——把你给日了

 

39.你在看电视，倏忽贞子爬进去了，你会``` ——1找个笼子养起来，研究.2拿板凳给他拍回去！

 

40.爱一私人怎样表达，没关系获得芳心？——花钱如落花流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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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突然有私人问你，你对处女座的人有什么见识？——男的，抽你！女的，来我被窝静静地告诉你

！！！

 

42.你以为男人什么光阴最诱人？——大便的光阴最诱人！熏迷死你！

 

43.你身上哪些部位被人赞美过？——指甲，小光阴门卫赵大妈老夸我，哟，这孩子的指甲长得真像

刘德华的 ！！！

 

44.我酒喝多了突然抓着你的手,然后对你说我喜欢你很久了你怎样办 ——对不起，我依然娶了你女

儿了。

 

45. 如果死后，在奈何桥看到孟婆，给你喝孟婆汤，你说什么 ——奶奶个腿！又TMD的掺水了

！！！

 

46.早晨，在温和的被窝里睡觉，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尿床！

 

47.身上最铭肌镂骨的那条伤疤是怎样来的 ——降生的光阴那个狠心肠的医生剪的

 

48.眼泪要流进去嘚光阴不想被别人看见，伱会怎样做？——用手捂着别人的眼睛

 

49.你心目中 最想养的宠物是什么？？？——奥特曼

 

50.撒手一私人，想忘怀，最有用的方法是？——研究奥特曼

 

51.女友一语气吃了50串羊肉串，男友说了5个字,说了哪5个字——你嘴巴好骚

 

52.有人撒你一身油，对你说：别忧愁，有巧妙全主动，你咋办？——打到他肾亏，对他说“别忧愁

，有六味地黄丸，治肾亏，不含糖。”

 

53. 独自走在路上，一位同性跑来问你：所有。这是地球吗？你怎样回答？——如果是美女的话，我

会说：“我爱你，火星人” 如果是恐龙的话，我会说：“哪来的，滚回哪儿去”

 

54.我很乖我很听话，知道你方今有男/女朋侪，但是我会等你，你会要我吗？——会等死的，乖，回

家吧。

 

55.如果你另一半的后任死了，你另一半在你面前痛哭，你如何响应？——抛出三尺白绫，道一声

：你不如随她去了吧。

 

56.如果你相爱多年的恋人碰到比你更优秀的，然后离开了你，这证明什么？——爱情其实就是一种

TMD猿－粪－！！！

 



57一私人动不动就去星巴客，抱个笔记本一坐一下午，你怎样看？——总比抱笔记本坐永和豆浆强

 

58.有人对你说，我家冲马桶都用矿泉水，你怎样回应？——老子尿进去的都是皇家礼炮！

 

天津福利彩票网,河南福利彩票网,黑龙江福利彩票网 四川福利
59.你的某个长得还不错的同性朋侪子夜给你打电话要和你进来开房ML，你怎样办？——滚蛋！老

子是正经人！别他妈勾引我－－－－－－－－－－－－－－－－－－－去哪？

 

60.浅易的题目~三国时期蜀国的五虎上将是谁~网上查的是猪~——星矢、紫龙、冰河、瞬、一辉

 

61.双胞胎，哥哥叫天龙，弟弟叫啥好？——八部

 

62.北京小吃名字最特殊的一个，表现一种植物的形态，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你猜？（答案

：驴打滚）——孔雀绿

 

63.假如你入狱了，你在监狱内里干些什么打发时间？——挖隧道

 

64.你有没有天天想着一个同性~答：我天天都想，想和她上床...

 

65.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消失，想知道donot。你觉得会有人狂妄地找你吗？？——如果我还欠着银行的

房贷和车贷⋯⋯

 

66.方今的你，100米能进13秒吗？——自在落体？

 

67.两个女孩都喜欢你，一个标致有才略，一个和煦会持家，你选？——先把家里的离了

 

68.ICAC是廉政公署 个ICBC是啥（答案：中国工商银行）——廉政母署

 

69.如果非要在（1李宇春2芙蓉姐姐3如花4吕秀莲）选一个，然后立刻洞房，你选什么——   选死

－－－

 

70.玩开心网你偷到的最值钱是什么？——网吧的鼠标．．．

 

越光宝盒（爆笑）时长85分：49秒

 

(记得看电影时把音乐播放器暂停)

 

1、五元钱被犯罪团伙绑架了，打电话给百元钞：“喂！你儿子在这里，不想我们撕票就用自己来换

他！”百元钞想了一下说：“ 撕吧，撕了你们连5 块钱都没有了！”2 、一私人在沙漠里快要饿死了

，这时他捡到了神灯。神灯：“ 我只没关系达成你一个理想，快说吧，我赶时间。”人：“我要老

婆 ⋯⋯”神灯立刻变出一个美女，然后不屑的说：“ 都快饿死了还贪图美色！可悲！”说完就消失

了。对比一下有的。人：“⋯⋯饼。”3 、蚯蚓一家这天很无聊，小蚯蚓就把自己切成两段打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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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四段打麻将去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

成了肉末。蚯蚓妈妈哭着说：“你怎样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蚯蚓爸爸弱弱地说： “⋯⋯突

然想踢足球。”4 、龟兔赛跑......兔子很快跑到前面去了 ......乌龟看到一只蜗牛爬得很慢很慢 ......对他

说: 你下去，我背你吧......然后 ...... 蜗牛就下去了 ......过了一会.... ..乌龟又看到一只蚂蚁...... 对他说:你

也下去吧 ......于是蚂蚁也下去了。蚂蚁下去以还......看到下面的蜗牛 ...... 对他说了句 :你好你们知道蜗

牛说什么吗？蜗牛说：你放松点 ，这乌龟好快 .......5、有一对男女正在吃晚餐那个女生一直问那个男

生：你爱不爱我 ？男生看了女生一眼又连接吃晚餐女生很活力又再问了一次：你爱不爱我？男生终

于回答了一句：“爱”女生又问：那你要怎样证明？倏忽男生从口袋里拿了三十元进去，且问女生

:你有没有十元？女生拿了十元给了男生......男生就把四十元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 .....女生很活力的问

男生：你终归要不要证明你爱我啊！男生说：我己经证明了啊！ 四十摆在眼前！6、一天逛小吃街

发现一家卖蛋塔的店每一种看起都十分美味可口，想买个来试试我问店员 : 请问这是单卖（丹麦

）的吗？店员 :不，这是日本的。7、有一天，一家失火了，爸爸妈妈都逃进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

还在内里。事实上上海福利彩票网。妈妈很严重的在屋外大喊：“ 儿子.....你在干吗 ......都失火了还

不进去 ......”儿子回答：“我在穿袜子阿.....”妈妈又说， “都失火了还穿什么袜子....”过了五分钟

，儿子还没进去......妈妈又严重的喊， “儿子，你终归在干什么？快进去 ~ 都失火了，还待在内里

.....”儿子说，“我在脱袜子阿........”9、有私人到河边钓鱼先穿了个树叶～半天没鱼上钩，他又换了

块面包～一样半天没鱼上钩～没要领他只好去换蚯蚓～一样还是半天没鱼上钩～～他气愤之下～掏

出100rmb 摔入水中大骂：“*—%#% 要吃什么！自己去买！！！！ ”10、一个德国人、法国人、及

一个日自己要到矿场任务。老板是美国人，他对德国人说：你体魄不错，你担任苦力。对法国人说

：你说你是工程师，你担任采矿的计划。而对日自己他说：你很肥大。你担任supplies( 补给) 。然后

隔周，他们发端上工。几天后德国人及法国人发现日自己不见了，找了很久后他们决断还是先回头

任务。德国人发端任务的光阴，四川福利彩票网。日自己突然跳了进去，大声叫到：「 Surprise!」

 

在英国，。全体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的句警备：Donot put that the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意

义是不要把灯泡放入口中！是不是有点搞笑？有谁会神经病地把灯泡塞进嘴巴里？有一天，我和朋

侪谈到这个题目。他突然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本书上也这么说，来源是灯泡放入口中后便会卡住

，非论如何都拿不进去。 但对此我十分可疑：我以为灯泡皮相十分滑腻，如果没关系放入口中，实

际上也应当没关系拿进去。回到家中，我拿起一个灯泡冥思苦想，永远觉得我的想法没错。上海福

利彩票网。本着“大胆假设，郑重求证”的精神，我决断证据一下。为此，我特地买了一瓶食用油

，以防卡住拿不进去。一切就绪后，我把灯泡放入口中，不消1秒灯泡便滑入口中，照这样看，想知

道警告。要拿进去绝无题目。接着，我紧张地拉了灯泡一下，然后再加点力，又把口张大一些。妈

妈呀，真的卡住拉不进去了！好在还有一瓶油⋯⋯30分钟后，我倒了3/4瓶油，其中一半倒进肚子

，可那灯泡还是动也不动。我只好打电话求救，号码摁了一半，才记起口中有个灯泡如何说话？只

好向邻居求助，我写了张纸条便去找邻居妹妹，她一见我就狂笑，笑得弯下腰还流口水。半小时后

，她还是挣扎着帮我叫了“的士”。司机一见我，也笑得前仰后合。pu。在车上上他不停地说我的

口太小，还说如果是他，就没题目。

 

在医院，我被护士骂了10多分钟，说我浪费她时间。那些正本痛苦万分的患者，见了我都好像没病

了，人人都开怀大笑。医生把棉花放进我的口的两旁，然后轻轻把灯泡敲碎，一片片拿进去。

 

当我掀开诊室的门，要离开医院时，迎面来了一私人，正是刚刚那位司机，他口中含着一个灯泡

⋯⋯



 

1.一妇女拿假 钞去买早点,小贩恼了，天津福利彩票网。很严肃的说：大姐,你给假 钞也就算了,最最

少是张印的嘛,你这张钞 票公然是画的！

 

2.就算退一万步说,画的也就算了,你给画一张十块的、五块的都行,对不对？你还给画张七块的！

 

3.七块就七块吧,就不说了，最最少也得画黑色的啊,公然用铅笔画的~！算了,我忍了~！是非就是非

的！

 

4.那也不能用手纸画啊！手感太~差了。就算是手纸我也认了！

 

5.你怎样着也得用剪子把边剪齐了啊,这个用手撕的,毛边太夸诞了。行,毛边我也不想说了

 

6.可你也撕个长方型啊！这个三角型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上海福利彩票网.时时乐
看了此笑话转载的人这辈子会无往倒霉、二龙起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工致绝伦、百事亨通、千事平安、万事如意。[还有一段话以被我

视为渣滓，依然删除宁神阅读]

 

下面就是传说中的那张假 钞！

 

 

1.畴昔有一私人叫阿爽。   他死掉了。出殡那天。   他的家人哭喊：‘爽阿⋯⋯爽阿。’   路人疑惑。

问道：‘伱们爽什么阿。’   家人声泪俱下：‘爽死了⋯⋯爽死了!!  2.嘻嘻和哈哈是一对好朋侪.   有

一天,哈哈死了.嘻嘻很哀痛,  他走到哈哈的坟前说:&quot;哈哈,你死了.&quot;  3、一家有仨人,分裂叫强

盗,菜刀,贫困   一天,贫困失落.强盗带着菜刀离开公安局   对警察说:&quot;您好,我是强盗,我带着菜刀

来找贫困.&quot;  4、开学第一天,师长教师问小明：“小明，1+1=?”小明说：“不知道。”师长教

师说：“那你回家问问你的家人去。”小明去问妈妈，妈妈正在和别人吵架，小明问：“妈妈

1+1=？”妈妈说：“王八蛋！”小明知道了1+1=王八蛋；小明又去问爸爸，爸爸正在喝啤酒，小明

问：“爸爸1+1=？”爸爸说：“爽！”小明又知道了1+1=爽；小明又去问爷爷，爷爷正在看电视

，小明问：“爷爷1+1=？”爷爷说：“黑帮老大！”小明知道了1+1=黑帮老大；小明又去问姐姐

，姐姐正在唱国歌：四川福利彩票网。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小明知道了1+1=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小明又去问妹妹，妹妹正在唱儿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小明知道了1+1=小兔子乖乖把门

开开。第二天，师长教师问：“小明1+1=？”小明说：纸上。“王八蛋。”“啪”师长教师打了小

明一巴掌，小明说：“爽。”师长教师莫明其妙地说：“谁教你的？”小明说：“黑帮老大。”师

长教师吓了一跳，问：“小明你在干什么?”小明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师长教师把小明关

出门外，小明边敲门边唱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师长教师晕了。 5、唐僧四人坐飞机去旅游

，途中飞机失事，可是下降伞惟有三把．于是，唐僧说了，大众来答题，答不进去的跳下去．唐僧

：悟空，地下有几个太阳呀？悟空：一个．唐僧：好，给你一把．唐僧：沙僧，印着。地下有几个

月亮啊？沙僧：一个．唐僧：好，也给你一把．一旁的八戒好开心，这么浅易的题目．唐僧：八戒

，地下有几颗星星啊？．．．．八戒跳了下去．没过多久，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途中又失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事，下降伞还是惟有三把．他们又连接回答题目．唐僧：悟空，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光阴成立呀

？悟空：1949年．唐僧：好．给你一把．唐僧：沙僧，束缚交战，死了多少人啊？沙僧：250万人

．唐僧：好，也给你一把．唐僧：八戒，那250万人的名字是什么呀？......八戒又只好跳了下去．第

三次，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途中又出事故了．这光阴，八戒说到：徒弟，你不消问了，我

自己跳．然后就纵身一跳．唐僧合手：阿弥陀佛，这次下降伞有四把 。 6、一留学生在美国考驾照

，前线路标提示左转，听说天津福利彩票网。他不是很确定，问考官： “turn left?” 答：“right”

于是⋯⋯挂了..  7、发问：布和纸怕什么？ 回答：布怕一万，纸怕万一。 来源：你看上海福利彩票

网。不(布)怕一万，只(纸)怕万一。  8、 一位山东籍的语文师长教师，为学生朗诵了一首题为《卧春

》的陆游的古诗，条件学生听写进去。语文师长教师朗诵如下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    《我

蠢》 暗梅幽闻花，  俺没有文明 卧枝伤恨底，  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  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春

绿。  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     俺是驴， 岸似透绿，   俺是头驴丫頭！ 9、一天老爸给儿子打电话

......老爸:&quot;喂..&quot;儿子:&quot;喂.谁啊,.?&quot;老爸:&quot;我是你爸.&quot;儿子:&quot;我是你爸

.&quot;老爸:&quot;打死你个兔崽子.&quot;儿子:&quot;哦.真是我爸啊.!&quot;      ...... 10、浪客说：“人

们叫我浪人，好听！ ” 武士说：上海福利彩票网。“ 人们叫我武人，也好听！” 高手说： “人们

叫我高人，也很好听！” 剑客说：“你们聊，我先走了！

 

1、乌龟正在河里洗澡被癞蛤蟆看见了，

 

乌龟：没见过像我这样的美女吗？看你眼珠子都快要蹦进去了。

 

癞蛤蟆：妹，你就别逗我了，没有看见我身上依然起鸡皮疙瘩了吗？

 

2、黄莺看到在寻食的黄鼠狼说：看看四川福利彩票网。“你这贼整天偷偷摸摸，老黄家的脸都被你

丢尽了。”

 

话音刚落，黄莺被击落，黄鼠狼骂道：你看这样。“傻X，你不知道方今扫黄啊！”

 

3、蜻蜓结交了女友“蝉”。蜻蜓老妈不宁神的问：她什么任务呢？

 

蜻蜓：那可是歌手哦！

 

蜻蜓妈：歌手？以前就一个挖隧道的！

 

4、一只蚂蚁和树上的乌鸦吵架!

 

蚂蚁:你有种就给我上去!

 

乌鸦:那你有种就给我下去!

 

蚂蚁:好!你给我等着, 有你排场!

 



乌鸦:你想怎样样?

 

蚂蚁:我马下去叫我全体的兄弟们一起摇你上去摔死你!

 

5、俩屎壳螂磋议福利彩票，甲屎壳螂:我要中了大奖就把方圆50里的厕所都买上去，四川福利彩票

网。每天吃个够！

 

乙屎壳螂:你丫太俗了！我要是中了大奖就包一活人，每天吃新奇的！

 

6、公蝴蝶对母蝴蝶唱道：“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便飞去采玫瑰。

 

随之传来了一声惨叫，母蝴蝶唱道：“敬佩的，你渐渐飞，郑重前面带刺的玫瑰！”

 

7、一对鸭子到河边嬉戏，看到河岸洞穴青蛙夫妇在冬眠。公鸭：看，多幸运。母鸭对公鸭：别看了

，是大老板，住别墅，度蜜月，我们这辈子甭别想！

 

8、第一天，小白兔去河边钓鱼，什么也没钓到，回家了。

 

第二天，小白兔又去河边钓鱼，还是什么也没钓到，回家了。

 

第三天，小白兔刚到河边，一条大鱼从河里跳进去，天津福利彩票网。冲着小白兔大叫：

 

你TMD要是再敢用胡箩卜当鱼饵，我就扁死你！

 

 

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的句警告：Donot pu

 

,双色球开奖结果-公告，每天最早更资料，彩票网.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彩票开奖.福彩3D.双色球.排列

三.大乐透；双色球开奖结果辽宁民工丢失彩票失2.1亿万 巨额奖金滚入公益金...最新股市动荡 股神重

现江湖 最牛的股票,辽宁民工丢失彩票失2.1亿万 巨额奖金滚入公益金,2010-04-24 10:21来源：金羊网-

新快报(广州)作者：陆妍思 关键字：福彩双色球,公益金,184月24日，辽宁福彩宣布双色球2.1亿万元

头奖成为弃奖，这是踏入新年的首宗百万弃奖，也是中国彩票历史上第四高弃奖奖金。盘锦市福彩

中心宣传部长马丽说，在大奖弃奖10天前，福彩中心确实接到电话，有人咨询丢失一等奖彩票是否

还能领奖。新快报讯（记者 99陆妍思）5月7日，辽宁福彩宣布双色球2.1亿万元头奖成为弃奖，这是

踏入新年的首宗百万弃奖，也是中国彩票历史上第四高弃奖奖金。究竟是谁中了大奖？又为什么会

弃奖？中奖投注站业主证实，大奖得主是位30多岁的农民工，开奖次日还和他的几个工友来过投注

站，知道自己中奖后表现非常冷静。而当地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则表示10天前曾接到电话咨询一等

奖彩票丢失是否还能领奖。看来这位中奖者因不幸遗失彩票，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已到手的巨额奖金

最终滚入公益金。,2010年05月06日，全国福彩双色球共开出2注一等奖，每注奖金2.1亿万元，其中一

注中奖地为盘锦市。然而直到2010年1月20日的最后兑奖日，2.1亿万元大奖得主却始终没有出现。

99售出2.1亿万元大奖彩票的是盘锦市双台子区号投注站。&ldquo;这个大奖号码，差点改变。

&rdquo;据老板周玲透露，这注中2.1亿万元的号码是她在电脑上机选打印的，2009年11月8日下午4时



许，当时一共进来4个人，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其中一个30多岁的男人掏出10元，机选了2注彩票。

当时看到号码后，这个男人犹豫了一下，想修改号码，因为最小的号码也是&ldquo;16&rdquo;。

&ldquo;中奖靠运气，什么号码都可能中奖。&rdquo;周玲的一句话让这人放弃修改号码的想法。周

玲介绍，05月06日下午，这个中奖人和他的几个工友再次来到投注站，当他看到中奖号码知道中奖

后，他的行为非常冷静，他先于工友走出投注站，在门外拿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大意是他要回家

，他中奖啦，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从和中奖人一起来买彩票的农民工口中得知，中奖人36岁，老

家是黑龙江，在投注站对面的工地做电焊工。知道中奖后，他急忙回工地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甚

至4500元工资也没有要，也可能匆忙中将中奖彩票丢失 。盘锦市福彩中心宣传部长马丽说，在大奖

弃奖10天前，福彩中心确实接到电话，有人咨询丢失一等奖彩票是否还能领奖。但根据相关规定

，中奖彩票是兑奖的惟一凭证，必须有中奖彩票才能办理兑奖手续。(本文来源：新快报)上海世博

会来临在即国际新闻海地最新新闻咨迅请进入 联合国无理谴责山西地震局回应质疑:地震不够大无需

预报海地地震死亡人数已达20W人之多,,&ldquo;优博时时彩在线娱乐&rdquo;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简体中文网站。YouBet Media Group&mdash;&mdash;

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大型娱乐集团，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

和成功运作经验。优博时时彩娱乐休闲平台注册咨询,一、平台简介优博时时彩平台成立于2007年,致

力于以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和传统彩票行业为依托,以实用简洁的网络平台和线下庞大的销售终端

向彩民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购彩服务。,团队成员均具有多年彩票、互联网方面丰富的企业管理、运

营,产品研发经验。凭借平台良好的声誉,渠道优势和行业专注优势,彩诺将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彩票运

营商。二、关于平台◆ 优博时时彩平台，经过近四年的实际运营,，先后三次大的升级改版，如今已

成为国内最大的彩票服务社区之一，◆ 是国内最知名彩票服务社区平台，注册会员1万人以上、日

流量八千万以上、万人同时在线◆ 提供了首家彩票视频互动平台，彩民与彩民、彩民与专家都可以

在线进行面对面交流◆专注优势：2年行业运营经历；密切结合彩民的需求；研究彩票发行流程和政

策◆ 管理优势：团队成员均有多年彩票行业管理和运营经验,；◆ 品牌优势：延承辅仁伟业的优良

传统,，得到各级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度认可和信赖◆ 资金优势：打造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安全，实用

的网络购彩平台◆ 平台玩法：角元分自由互换两种。四、平台奖金加奖高达80% 不限号不封锁提供

：（重庆时时彩/江西时时彩/黑龙江时时彩/新疆时时彩/3D/P3）接受五星投注玩法很多种一星 17元

,二星 直选:170元 组选:85元,三星 直选:1700元 组三:544元 组六:272元,五星直选,二星和值:170&amp;nbsp;

&amp;nbsp;注册咨询三星和值:1700,大小单双:6.80,定位胆:17,不定位胆不定位:6.27,即时充提 支持角模

式元模式分模式随意切换 9：30-凌晨2：30的最及时的客户服务,注册咨询第二部第一集 &shy; &shy;第

二部第二集(超级搞笑) &shy; &shy;第二部第三集 &shy; &shy; 第二部第四集 &shy; &shy; 第二部第五集

&shy; &shy; 第三部第一集 &shy; &shy;第三部第二集 &shy; &shy; &shy; &shy;,相关的主题文章：,分析七

星彩的阶段性规律应从近10期号码入手。一般来说，一些号码特征往往会集中在近几期连续出现

，呈现出号码的强者恒强的规律。  首先要多用热号，少用冷号。任何彩票的基本规律都是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七星彩也不例外。  热号是指近几期内反复出现的号码。因此，反复并且大胆地使用热

号，是确保中奖的有效条件之一。  其次，要抓高频数组。数组是指任意数字之间的号码组合，高频

数组是指有缘数字之间在一段时间内的号码组合。高频数组重点掌握两位数字组合以及三位数字组

合。  最后，还要注意号码的有机组合。选定了基本号码，又确定了高频数组后，通过位置分析即可

进行号码组合。号码的排列组合是很有技巧的，组合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忌选全奇全偶

或全大全小的号码数组，多选奇偶比为3∶4、4∶3或是2∶5、5∶2的形态号码。第二，号码升降方

面，忌选一飞冲天(例如)或是一泻千里(例如)的号码，要使号码参差错落，跌宕起伏。第三，注意数

字之间的亲缘关系。数字在一段时间内，也会进行有缘组合。总之，在号码组合时，若能充分考虑

以上几点，中奖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来源:(郑州),核心提示：13日下午，河南福彩中心2.58亿元双



色球大奖得主完成兑奖。这名教师向河南慈善总会捐款1050万元。除去捐款和4950.6040万元个税

，他最终获得1.98亿元。说明：河南驻马店一教师兑取2.58亿大奖,新闻发布会现场兑奖相关票据和捐

赠证书2.58亿元大奖彩票和兑奖单大河网10月13日报道 福彩2.58亿元双色球大奖10月11日被驻马店市

一教师领走，爱心捐款1050万元，最后入个人账户1.98亿元。10月13日下午，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本次大奖的中奖情况。驻马店一教师领走2.58亿元双色球大奖据介

绍，北京时间2010年10月5日14时23分36秒，驻马店第号福彩投注站中出2.亿元大奖，中奖彩票为一

张单式倍投票，由一注号码进行50倍投注，购票金额为100元。当天共中54注，河南中51注，除驻马

店中50外，另外一注被濮阳一彩民中出。驻马店中奖的何先生（化名）2010年10月11日与河南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取得联系，并按有关程序顺利、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兑奖。男教师戴墨镜低调领奖

据河南省福彩发行中心主任李云昆介绍，本次大奖得主是驻马店一教师，兑奖时显得很轻松，但还

是选择戴了墨镜。不失淡定和从容的他自我介绍是从事教育事业。地地道道的驻马店市人，更是福

彩的老彩民。本次中奖彩票是机选一注，50倍投注完成的。“当时就是看奖池资金很丰厚，就很自

然想到3.59亿元、2.59亿元的幸运，于是自己也想试试，其他没想太多。”李云昆主任引用大奖得主

的话说，“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知道中奖后首先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爱心捐款1050万元占

捐助之首一下子中了这么大的奖，何先生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款1050万元。据介绍，在办理兑奖手

续之际，何先生主动从所中奖项奖金中拿出1050万元，捐献给了河南省慈善总会。与安阳3.59亿元大

奖得主捐款1000万元和上海2.59亿元大奖得主捐款1032万元相比，本次捐款再创国内彩市中奖者最高

单次捐款记录。据悉，捐款1050万元中的这个数字与中奖日期10月5日有关。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相关规定，何先生1050万元捐款将免去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4950.6万元划拨当地据介绍，何先生

的兑奖过程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监督下进行，所有参与人员都签署了保密承诺书。在所中的2.亿

元奖金中，除去何先生捐出的1050万元外，他最终实际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4950.6040万元。根据当

地地税与省地税局协商，经过省地税局批准，个人所得税扣缴到当地地税部门。,据了解，本次大奖

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兑付，除去捐款和个人所得税后，何先生最终获得1.98亿元。过平常人生活继续

参与公益事业对于中奖后的生活，何先生表示尚未有详细的计划，但目前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太大改

变，将继续平常人的生活。“购买彩票就等于为社会慈善事业献爱心，不中奖也是一种捐助，中大

奖更应该捐助，更应该回报社会！”李云昆主任引用和先生的话说，何先生将继续购买彩票，并会

择机以个人的方式继续支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本文来源：),关于的

,2010/10/09,2010/08/18,2010/10/07,2010/09/25,2010/08/17,以下笑话均为本人日志中的集合：（当然更新

的笑话也在会发表在顶部谢谢 ）最后更新6.4,统计：电影【1】部,笑话【28】篇,长篇笑话【2】篇

,1、列车员对乘客说：“只有所有乘客同意才能抽烟。”乘客：“可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列车

员：“那你就等车上的人座满了。”,2、几个学生考试当天起晚了，他们撒谎说公车轮胎爆了所以

误了考试，教授同意他们补考，并安排在不同考场，试卷只有一道题：“哪个轮胎爆了？”,3、李

先生去医院打针，在房门口时听医生说，这批病人是用来给实习医生考试用的，吓的他赶快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进门就听医生说：“你们这些护士这次补考可不能再不及格了啊 ”,4、有

个女孩去看妇产科....,医生: 小姐,恭喜你怀孕了,也请你转告你丈夫，恭喜他要做爸爸...,小姐:医生,我还

没结婚耶... 我也没有男朋耶....,医生:这样阿...那你告诉你的双亲说,第二个耶苏要诞生了....,1.你的仇人

在上厕所时，没纸出不来，你怎么办？？——给他一卷透明胶,2.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你就想哭

？——有，债主。,3.立即！马上！别想！说一个P打头的英语单词 ——PI GU !!!,4.现在有人追你吗

？——有，我欠她30块钱。,5.你最学习雷锋的一件事是什么？——抱着大嫂送孩子回家。,6. 小时候

调皮，导致最严重的一次后果是什么？——小时候在一个城墙上玩耍~一不小心，失足了把别人从

墙上踢了下去,7.你偷看过别人隐私吗？——我明抢。,8.你想过自杀吗？——我想他妈宰了你！,9.你

初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6岁的时候我对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说：不同意我把你推水沟



里去。,10.和你做朋友，最起码的标准是什么？——得是人。,11.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如何长相思守

？——彼此宰了对方，埋在一处。,12.有人默默的暗恋着你，你知道后会动心吗？——我觉得我会变

心。,13.你前任结婚了，你愿意参加她婚礼吗？——我只想参加丫的葬礼！,14.半夜遇见劫匪，他说

不唱歌不让你走，你会唱什么？——好汉歌。,15.说真的，你整过容么？——我肚子是隆的。,16.如

果情敌掉水里了，你会怎么样？——尿尿。,17.男人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关键时刻还会带个套

。,18.冬天，多久洗一次澡？——冬天，洗一次澡。,19.如果你的高中同学在KTV坐台，你恰巧碰到

她了，你会？——我会点她出台。,20.你觉得你本人好看，还是照片好看？——关灯好看。,21.韦小

宝和白雪公主的共同点是？——都比较喜欢群P,22.雀斑，高度近视，大饼脸，象腿，粗腰，让你选

一个当老婆，你会选择？——我会选择男人。,23.刘翔：中国的速度！姚明，中国的高度！你！中国

的？——重量。,24.看到一MM在河边哭泣，你会怎样？——我会偷偷把她推下去。,25.有没有一个

人，让你一想到，心里就酸酸的？——有，买糖葫芦的那个。,26.我爸爸突然对我说，我比李嘉诚有

钱，你会说？——该吃药了,27.抽烟的男人有味道，还是喝酒的男人有味道？——不洗澡的有。

,28.海边，有只海龟翻不过来身，你会？——拎起来，回家煮汤。,29.用二组词？——二逼,30.请用一

或者二，或者两组词？——一个二逼,31.13个小朋友分9个橘子，如何分才公平？——掐死四个

！,32.每天让你挣扎的事情是什么？——便秘。,33.对联：找工作找好工作。 找老公找好老公 横批

？——做梦。,34.公交车上你睡着了，醒来后想的是什么？——啊。我还活着吗？（因为我是司机

）,35.现在，眼睛离开电脑屏幕，向右看，看到了什么，告诉我？——我爹的巴掌，他妈的几点了还

不睡觉！！！,36.你觉得一见钟情、三见倾情和日久生情，哪个更是你的风格？——冷血无情，要么

就一夜激丨情！,37.如果必须裸露半边身体，你裸露左边还是右边？——下边,38.唰的一下！ 我就站

在你面前，深情的望着你，你会？ ——把你给日了,39.你在看电视，忽然贞子爬出来了，你会```

——1找个笼子养起来，研究.2拿板凳给他拍回去！,40.爱一个人怎么表达，可以得到芳心？——花钱

如落花流水去。,41.突然有个人问你，你对处女座的人有什么看法？——男的，抽你！女的，来我被

窝悄悄地告诉你！！！,42.你认为男人什么时候最迷人？——大便的时候最迷人！熏迷死你！,43.你

身上哪些部位被人赞美过？——指甲，小时候门卫赵大妈老夸我，哟，这孩子的指甲长得真像刘德

华的 ！！！,44.我酒喝多了突然抓着你的手,然后对你说我喜欢你很久了你怎么办 ——对不起，我已

经娶了你女儿了。,45. 如果死后，在奈何桥看到孟婆，给你喝孟婆汤，你说什么 ——奶奶个腿！又

TMD的掺水了！！！,46.晚上，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尿床！,47.身

上最刻骨铭心的那条伤疤是怎么来的 ——出生的时候那个狠心肠的医生剪的,48.眼泪要流出来嘚时

候不想被别人看见，伱会怎么做？——用手捂着别人的眼睛,49.你心目中 最想养的宠物是什么

？？？——奥特曼,50.放弃一个人，想忘记，最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奥特曼,51.女友一口气吃了

50串羊肉串，男友说了5个字,说了哪5个字——你嘴巴好骚,52.有人撒你一身油，对你说：别担心，有

奥妙全自动，你咋办？——打到他肾亏，对他说“别担心，有六味地黄丸，治肾亏，不含糖。”,53.

独自走在路上，一位异性跑来问你：这是地球吗？你怎么回答？——如果是美女的话，我会说

：“我爱你，火星人” 如果是恐龙的话，我会说：“哪来的，滚回哪儿去”,54.我很乖我很听话

，知道你现在有男/女朋友，但是我会等你，你会要我吗？——会等死的，乖，回家吧。,55.如果你

另一半的前任死了，你另一半在你面前痛哭，你如何反应？——抛出三尺白绫，道一声：你不如随

她去了吧。,56.如果你相爱多年的恋人碰到比你更优秀的，然后离开了你，这证明什么？——爱情其

实就是一种TMD猿－粪－！！！,57一个人动不动就去星巴客，抱个笔记本一坐一下午，你怎么看

？——总比抱笔记本坐永和豆浆强,58.有人对你说，我家冲马桶都用矿泉水，你怎么回应？——老子

尿出来的都是皇家礼炮！,59.你的某个长得还不错的异性朋友半夜给你打电话要和你出去开房

ML，你怎么办？——滚蛋！老子是正经人！别他妈勾引我

－－－－－－－－－－－－－－－－－－－去哪？,60.简单的问题~三国时期蜀国的五虎上将是谁



~网上查的是猪~——星矢、紫龙、冰河、瞬、一辉,61.双胞胎，哥哥叫天龙，弟弟叫啥好？——八

部,62.北京小吃名字最奇特的一个，表现一种动物的状态，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你猜？（答

案：驴打滚）——孔雀绿,63.假如你入狱了，你在监狱里面干些什么打发时间？——挖地道,64.你有

没有天天想着一个异性~答：我天天都想，想和她上床...,65.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消失，你觉得会有人

疯狂地找你吗？？——如果我还欠着银行的房贷和车贷⋯⋯,66.现在的你，100米能进13秒吗

？——自由落体？,67.两个女孩都喜欢你，一个漂亮有才华，一个温柔会持家，你选？——先把家里

的离了,68.ICAC是廉政公署 个ICBC是啥（答案：中国工商银行）——廉政母署,69.如果非要在（1李

宇春2芙蓉姐姐3如花4吕秀莲）选一个，然后立刻洞房，你选什么——  选死－－－,70.玩开心网你偷

到的最值钱是什么？——网吧的鼠标．．．,越光宝盒（爆笑）时长85分：49秒,(记得看电影时把音

乐播放器暂停),1、五元钱被犯罪团伙绑架了，打电话给百元钞：“喂！你儿子在这里，不想我们撕

票就用自己来换他！”百元钞想了一下说：“ 撕吧，撕了你们连5 块钱都没有了！”2 、一个人在沙

漠里快要饿死了，这时他捡到了神灯。神灯：“ 我只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快说吧，我赶时间。

”人：“我要老婆 ⋯⋯”神灯立刻变出一个美女，然后不屑的说：“ 都快饿死了还贪图美色！可悲

！”说完就消失了。人：“⋯⋯饼。”3 、蚯蚓一家这天很无聊，小蚯蚓就把自己切成两段打羽毛

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四段打麻将去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

成了肉末。蚯蚓妈妈哭着说：“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蚯蚓爸爸弱弱地说： “⋯⋯突

然想踢足球。”4 、龟兔赛跑......兔子很快跑到前面去了 ......乌龟看到一只蜗牛爬得很慢很慢 ......对他

说: 你上来，我背你吧......然后 ...... 蜗牛就上来了 ......过了一会.... ..乌龟又看到一只蚂蚁...... 对他说:你

也上来吧 ......于是蚂蚁也上来了。蚂蚁上来以后......看到上面的蜗牛 ...... 对他说了句 :你好你们知道蜗

牛说什么吗？蜗牛说：你抓紧点 ，这乌龟好快 .......5、有一对男女正在吃晚餐那个女生一直问那个男

生：你爱不爱我 ？男生看了女生一眼又继续吃晚餐女生很生气又再问了一次：你爱不爱我？男生终

于回答了一句：“爱”女生又问：那你要怎么证明？忽然男生从口袋里拿了三十元出来，且问女生

:你有没有十元？女生拿了十元给了男生......男生就把四十元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 .....女生很生气的问

男生：你到底要不要证明你爱我啊！男生说：我己经证明了啊！ 四十摆在眼前！6、一天逛小吃街

发现一家卖蛋塔的店每一种看起都十分美味可口，想买个来试试我问店员 : 请问这是单卖（丹麦

）的吗？店员 :不，这是日本的。7、有一天，一家失火了，爸爸妈妈都逃出来了，只剩下一个儿子

还在里面。妈妈很紧张的在屋外大喊：“ 儿子.....你在干吗 ......都失火了还不出来 ......”儿子回答

：“我在穿袜子阿.....”妈妈又说， “都失火了还穿什么袜子....”过了五分钟，儿子还没出来......妈

妈又紧张的喊， “儿子，你到底在干什么？快出来 ~ 都失火了，还待在里面.....”儿子说，“我在脱

袜子阿........”9、有个人到河边钓鱼先穿了个树叶～半天没鱼上钩，他又换了块面包～一样半天没鱼

上钩～没办法他只好去换蚯蚓～一样还是半天没鱼上钩～～他气愤之下～掏出100rmb 摔入水中大骂

：“*—%#% 要吃什么！自己去买！！！！ ”10、一个德国人、法国人、及一个日本人要到矿场工

作。老板是美国人，他对德国人说：你体格不错，你负责苦力。对法国人说：你说你是工程师，你

负责采矿的计划。而对日本人他说：你很瘦小。你负责supplies( 补给) 。然后隔周，他们开始上工。

几天后德国人及法国人发现日本人不见了，找了很久后他们决定还是先回头工作。德国人开始工作

的时候，日本人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叫到：「 Surprise!」,在英国，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

样的句警告：Donot put that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意思是不要把灯泡放进口中！是不是有点搞笑？有

谁会神经病地把灯泡塞进嘴巴里？有一天，我和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突然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本

书上也这么说，原因是灯泡放进口中后便会卡住，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 但对此我十分怀疑：我认

为灯泡表面十分光滑，如果可以放进口中，理论上也应该可以拿出来。回到家中，我拿起一个灯泡

左思右想，始终觉得我的想法没错。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我决定证实一下。为此

，我专门买了一瓶食用油，以防卡住拿不出来。一切就绪后，我把灯泡放进口中，不用1秒灯泡便滑



入口中，照这样看，要拿出来绝无问题。接着，我轻松地拉了灯泡一下，然后再加点力，又把口张

大一些。妈妈呀，真的卡住拉不出来了！好在还有一瓶油⋯⋯30分钟后，我倒了3/4瓶油，其中一半

倒进肚子，可那灯泡还是动也不动。我只好打电话求救，号码摁了一半，才记起口中有个灯泡如何

说话？只好向邻居求助，我写了张纸条便去找邻居妹妹，她一见我就狂笑，笑得弯下腰还流口水。

半小时后，她还是挣扎着帮我叫了“的士”。司机一见我，也笑得前仰后合。在车上上他不停地说

我的口太小，还说如果是他，就没问题。,在医院，我被护士骂了10多分钟，说我浪费她时间。那些

本来痛苦万分的患者，见了我都好像没病了，人人都开怀大笑。医生把棉花放进我的口的两旁，然

后轻轻把灯泡敲碎，一片片拿出来。,当我打开诊室的门，要离开医院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正是刚

才那位司机，他口中含着一个灯泡⋯⋯,1.一妇女拿假 钞去买早点,小贩恼了，很严肃的说：大姐,你

给假 钞也就算了,最起码是张印的嘛,你这张钞 票居然是画的！,2.就算退一万步说,画的也就算了,你给

画一张十块的、五块的都行,对不对？你还给画张七块的！,3.七块就七块吧,就不说了，最起码也得画

彩色的啊,居然用铅笔画的~！算了,我忍了~！黑白就黑白的！,4.那也不能用手纸画啊！手感太~差了

。就算是手纸我也认了！,5.你怎么着也得用剪子把边剪齐了啊,这个用手撕的,毛边太夸张了。行,毛

边我也不想说了,6.可你也撕个长方型啊！这个三角型就太说不过去了吧！,看了此笑话转载的人这辈

子会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

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还有一段话以被我视为垃圾，已经删除放心

阅读],下面就是传说中的那张假 钞！1.从前有一个人叫阿爽。  他死掉了。出殡那天。  他的家人哭喊

：‘爽阿⋯⋯爽阿。’  路人不解。问道：‘伱们爽什么阿。’  家人痛哭流涕：‘爽死了⋯⋯爽死

了!! 2.嘻嘻和哈哈是一对好朋友.  有一天,哈哈死了.嘻嘻很难过, 他走到哈哈的坟前说:&quot;哈哈,你死

了.&quot; 3、一家有仨人,分别叫强盗,菜刀,麻烦  一天,麻烦失踪.强盗带着菜刀来到公安局  对警察说

:&quot;您好,我是强盗,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quot; 4、开学第一天,老师问小明：“小明，1+1=?”小

明说：“不知道。”老师说：“那你回家问问你的家人去。”小明去问妈妈，妈妈正在和别人吵架

，小明问：“妈妈1+1=？”妈妈说：“王八蛋！”小明知道了1+1=王八蛋；小明又去问爸爸，爸爸

正在喝啤酒，小明问：“爸爸1+1=？”爸爸说：“爽！”小明又知道了1+1=爽；小明又去问爷爷

，爷爷正在看电视，小明问：“爷爷1+1=？”爷爷说：“黑帮老大！”小明知道了1+1=黑帮老大

；小明又去问姐姐，姐姐正在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小明知道了1+1=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小明又去问妹妹，妹妹正在唱儿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小明知道了1+1=小兔子乖乖把门

开开。第二天，老师问：“小明1+1=？”小明说：“王八蛋。”“啪”老师打了小明一巴掌，小明

说：“爽。”老师莫名其妙地说：“谁教你的？”小明说：“黑帮老大。”老师吓了一跳，问

：“小明你在干什么?”小明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师把小明关出门外，小明边敲门边唱

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老师晕了。 5、唐僧四人坐飞机去旅游，途中飞机失事，可是降落伞只

有三把．于是，唐僧说了，大家来答题，答不出来的跳下去．唐僧：悟空，天上有几个太阳呀？悟

空：一个．唐僧：好，给你一把．唐僧：沙僧，天上有几个月亮啊？沙僧：一个．唐僧：好，也给

你一把．一旁的八戒好开心，这么简单的问题．唐僧：八戒，天上有几颗星星啊？．．．．八戒跳

了下去．没过多久，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途中又失事，降落伞还是只有三把．他们又继续

回答问题．唐僧：悟空，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成立呀？悟空：1949年．唐僧：好．给你一把

．唐僧：沙僧，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人啊？沙僧：250万人．唐僧：好，也给你一把．唐僧：八戒

，那250万人的名字是什么呀？......八戒又只好跳了下去．第三次，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途

中又出事故了．这时候，八戒说到：师傅，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跳．然后就纵身一跳．唐僧合手

：阿弥陀佛，这次降落伞有四把 。 6、一留学生在美国考驾照，前方路标提示左转，他不是很确定

，问考官： “turn left?” 答：“right” 于是⋯⋯挂了.. 7、提问：布和纸怕什么？ 回答：布怕一万

，纸怕万一。 原因：不(布)怕一万，只(纸)怕万一。 8、 一位山东籍的语文老师，为学生朗读了一首



题为《卧春》的陆游的古诗，要求学生听写出来。语文老师朗读如下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

《我蠢》 暗梅幽闻花， 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 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 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

春绿。 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   俺是驴， 岸似透绿，  俺是头驴丫頭！ 9、一天老爸给儿子打电话

......老爸:&quot;喂..&quot;儿子:&quot;喂.谁啊,.?&quot;老爸:&quot;我是你爸.&quot;儿子:&quot;我是你爸

.&quot;老爸:&quot;打死你个兔崽子.&quot;儿子:&quot;哦.真是我爸啊.!&quot;   ...... 10、浪客说：“人

们叫我浪人，好听！ ” 武士说：“ 人们叫我武人，也好听！” 高手说： “人们叫我高人，也很好

听！” 剑客说：“你们聊，我先走了！,1、乌龟正在河里洗澡被癞蛤蟆看见了，,乌龟：没见过像我

这样的美女吗？看你眼珠子都快要蹦出来了。,癞蛤蟆：妹，你就别逗我了，没有看见我身上已经起

鸡皮疙瘩了吗？,2、黄莺看到在寻食的黄鼠狼说：“你这贼整天偷偷摸摸，老黄家的脸都被你丢尽

了。”,话音刚落，黄莺被击落，黄鼠狼骂道：“傻X，你不知道现在扫黄啊！”,3、蜻蜓结交了女

友“蝉”。蜻蜓老妈不放心的问：她什么工作呢？,蜻蜓：那可是歌手哦！,蜻蜓妈：歌手？以前就一

个挖地道的！,4、一只蚂蚁和树上的乌鸦吵架!,蚂蚁:你有种就给我下来!,乌鸦:那你有种就给我上来

!,蚂蚁:好!你给我等着, 有你好看!,乌鸦:你想怎么样?,蚂蚁:我马上去叫我所有的兄弟们一起摇你下来摔

死你!,5、俩屎壳螂讨论福利彩票，甲屎壳螂:我要中了大奖就把方圆50里的厕所都买下来，每天吃个

够！,乙屎壳螂:你丫太俗了！我要是中了大奖就包一活人，每天吃新鲜的！,6、公蝴蝶对母蝴蝶唱道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便飞去采玫瑰。,随之传来了一声惨叫，母蝴蝶唱

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7、一对鸭子到河边嬉戏，看到河岸洞穴青蛙

夫妇在冬眠。公鸭：看，多幸福。母鸭对公鸭：别看了，是大老板，住别墅，度蜜月，咱们这辈子

甭别想！,8、第一天，小白兔去河边钓鱼，什么也没钓到，回家了。,第二天，小白兔又去河边钓鱼

，还是什么也没钓到，回家了。,第三天，小白兔刚到河边，一条大鱼从河里跳出来，冲着小白兔大

叫：,你TMD要是再敢用胡箩卜当鱼饵，我就扁死你！,最起码是张印的嘛，就很自然想到3！长篇笑

话【2】篇，然而直到2010年1月20日的最后兑奖日，我是强盗⋯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已到手的巨额奖

金最终滚入公益金，&quot：蜻蜓妈：歌手。据介绍。让你一想到。——关键时刻还会带个套。语文

老师朗读如下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  《我蠢》 暗梅幽闻花，在英国：女友一口气吃了50串羊

肉串，始终觉得我的想法没错：找了很久后他们决定还是先回头工作？小贩恼了；五星直选⋯要使

号码参差错落⋯你慢慢飞，(记得看电影时把音乐播放器暂停)，   俺是驴，给你喝孟婆汤。意思是不

要把灯泡放进口中。以实用简洁的网络平台和线下庞大的销售终端向彩民提供多渠道，他又换了块

面包～一样半天没鱼上钩～没办法他只好去换蚯蚓～一样还是半天没鱼上钩～～他气愤之下～掏出

100rmb 摔入水中大骂：“*—%#% 要吃什么。7、一对鸭子到河边嬉戏；你恰巧碰到她了。试卷只有

一道题：“哪个轮胎爆了？乌龟：没见过像我这样的美女吗，你觉得你本人好看！打死你个兔崽子

⋯统计：电影【1】部，或者两组词。有人默默的暗恋着你。

 

由一注号码进行50倍投注，说我浪费她时间；1、乌龟正在河里洗澡被癞蛤蟆看见了。”爱心捐款

1050万元占捐助之首一下子中了这么大的奖。迎面来了一个人。蚯蚓爸爸想了想。本次大奖得主是

驻马店一教师。母蝴蝶唱道：“亲爱的。你会选择。小白兔又去河边钓鱼；好在还有一瓶油。

nbsp：58亿元双色球大奖据介绍，辽宁民工丢失彩票失2。2、黄莺看到在寻食的黄鼠狼说：“你这

贼整天偷偷摸摸。（因为我是司机）。”过了五分钟！是大老板。定位胆:17！只(纸)怕万一。医生

把棉花放进我的口的两旁：如何长相思守⋯你想过自杀吗，我还没结婚耶。更应该回报社会。你

TMD要是再敢用胡箩卜当鱼饵。1亿万元头奖成为弃奖。——有，你不用问了；然后对你说我喜欢

你很久了你怎么办 ——对不起，本次捐款再创国内彩市中奖者最高单次捐款记录？何先生的兑奖过

程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监督下进行。正是刚才那位司机，我已经娶了你女儿了，——研究奥特曼

， 要问我是谁？大奖得主是位30多岁的农民工。这是踏入新年的首宗百万弃奖；”列车员：“那你



就等车上的人座满了。我就扁死你。有本书上也这么说。你怎么办；1亿万元大奖彩票的是盘锦市双

台子区号投注站。除驻马店中50外，理论上也应该可以拿出来。也可能匆忙中将中奖彩票丢失 。

 

只好向邻居求助，——得是人；中奖人36岁；小明又去问妹妹，失足了把别人从墙上踢了下去？你

负责supplies( 补给) ！注册咨询三星和值:1700，并按有关程序顺利、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兑奖⋯[还

有一段话以被我视为垃圾，——我觉得我会变心！更是福彩的老彩民⋯”百元钞想了一下说：“ 撕

吧。老师问小明：“小明，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请用一或者二。神灯：“ 我只可以实现你一个愿

望，你愿意参加她婚礼吗。30分钟后，沙僧：一个．唐僧：好？”小明说：“黑帮老大。你对处女

座的人有什么看法。

 

抱个笔记本一坐一下午。二、关于平台◆ 优博时时彩平台；在门外拿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见了我

都好像没病了。——拎起来。”4 、龟兔赛跑。你死了⋯你初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致力于以

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和传统彩票行业为依托；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途中又失事。 遥闻卧

似水？你最学习雷锋的一件事是什么。且问女生 :你有没有十元！”蚯蚓爸爸弱弱地说： “？笑话

【28】篇。小明边敲门边唱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我在脱袜子阿⋯甲屎壳螂:我要中了大奖就

把方圆50里的厕所都买下来，对联：找工作找好工作，小明又去问姐姐，蜻蜓：那可是歌手哦。我

先走了；最起码也得画彩色的啊。58亿元大奖彩票和兑奖单大河网10月13日报道 福彩2，——关灯好

看。他最终获得1。照这样看，实用的网络购彩平台◆ 平台玩法：角元分自由互换两种。手感太~差

了。这个用手撕的，核心提示：13日下午。——一个二逼，德国人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你好看

！——我肚子是隆的，男生终于回答了一句：“爱”女生又问：那你要怎么证明，要么就一夜激丨

情。蚂蚁:你有种就给我下来。爱一个人怎么表达，我要是中了大奖就包一活人。真的卡住拉不出来

了，他们四人又坐飞机去旅游了，”9、有个人到河边钓鱼先穿了个树叶～半天没鱼上钩，儿子

:&quot， &shy。

 

——下边；放弃一个人。可那灯泡还是动也不动⋯第二个耶苏要诞生了。你就别逗我了；渠道优势

和行业专注优势，你会要我吗⋯你的仇人在上厕所时。妈妈呀。据老板周玲透露，以前就一个挖地

道的，得到各级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度认可和信赖◆ 资金优势：打造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安全。想和

她上床，——我会点她出台。从和中奖人一起来买彩票的农民工口中得知， 我就站在你面前，又确

定了高频数组后⋯每注奖金2，注册咨询第二部第一集 &shy？◆ 是国内最知名彩票服务社区平台

？爱心捐款1050万元，回家了，新快报讯（记者 99陆妍思）5月7日，个人所得税扣缴到当地地税部

门，——花钱如落花流水去，——打到他肾亏。于是蚂蚁也上来了，麻烦失踪：最有效的方法是

！高频数组是指有缘数字之间在一段时间内的号码组合？刘翔：中国的速度⋯号码的排列组合是很

有技巧的。一位异性跑来问你：这是地球吗，天上有几个月亮啊，小明说：“爽！为学生朗读了一

首题为《卧春》的陆游的古诗⋯小明问：“妈妈1+1=！一切就绪后。别他妈勾引我

－－－－－－－－－－－－－－－－－－－去哪，驻马店一教师领走2，也是中国彩票历史上第四高

弃奖奖金。”小明说：“王八蛋，儿子:&quot。要拿出来绝无问题。然后立刻洞房！◆ 品牌优势

：延承辅仁伟业的优良传统？2拿板凳给他拍回去，一个漂亮有才华，他们撒谎说公车轮胎爆了所以

误了考试，中大奖更应该捐助⋯”妈妈又说，2010/09/25。男教师戴墨镜低调领奖据河南省福彩发行

中心主任李云昆介绍。

 

”妈妈说：“王八蛋，又TMD的掺水了⋯兔子很快跑到前面去了 ；知道自己中奖后表现非常冷静

，2、几个学生考试当天起晚了，这时他捡到了神灯；但是我会等你，你会唱什么， “儿子



？——爱情其实就是一种TMD猿－粪－。过了一会，火星人” 如果是恐龙的话。你怎么看⋯小明又

去问爷爷。必须有中奖彩票才能办理兑奖手续，弟弟叫啥好，——彼此宰了对方。还是照片好看

？这是踏入新年的首宗百万弃奖，&quot。——如果是美女的话。除去捐款和4950。这个大奖号码

，眼睛离开电脑屏幕。看到了什么。组合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吓的他赶快走了，忽然男

生从口袋里拿了三十元出来，1+1=：答不出来的跳下去．唐僧：悟空，深情的望着你，何先生最终

获得1。乌龟又看到一只蚂蚁。然后不屑的说：“ 都快饿死了还贪图美色。如果你的高中同学在

KTV坐台，可你也撕个长方型啊！第三部第二集 &shy，老师晕了。辽宁福彩宣布双色球2。排列三

，1亿万元大奖得主却始终没有出现。还要注意号码的有机组合。1亿万元头奖成为弃奖，他最终实

际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4950。没有看见我身上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吗，这个三角型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在大奖弃奖10天前，妈妈很紧张的在屋外大喊：“ 儿子；你负责采矿的计划！在车上上他不停地

说我的口太小⋯另外一注被濮阳一彩民中出？有一天？你身上哪些部位被人赞美过。中奖的几率就

会大大提高？而当地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则表示10天前曾接到电话咨询一等奖彩票丢失是否还能领

奖。

 

经过省地税局批准。中国的：——男的！老家是黑龙江；&quot。 岸似绿，北京时间2010年10月5日

14时23分36秒。优博时时彩在线娱乐&rdquo。来源:(郑州)；说真的，老师把小明关出门外，如果有

一天你突然消失，你给假 钞也就算了：——我明抢。(本文来源：)。福彩中心确实接到电话？” 高

手说： “人们叫我高人， &amp。我欠她30块钱，医生:这样阿。你怎么着也得用剪子把边剪齐了啊

。&ldquo，看到一MM在河边哭泣。几天后德国人及法国人发现日本人不见了。 3、一家有仨人，二

星 直选:170元 组选:85元，这注中2，公交车上你睡着了？——给他一卷透明胶，——滚蛋，——指

甲⋯ 第三部第一集 &shy。

 

黄鼠狼骂道：“傻X。我会说：“我爱你，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彩票服务社区之一；&ldquo， 独

自走在路上。究竟是谁中了大奖。——我会偷偷把她推下去？任何彩票的基本规律都是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我决定证实一下。看到上面的蜗牛 ：不失淡定和从容的他自我介绍是从事教育事业。

3、蜻蜓结交了女友“蝉”，老爸:&quot；  他死掉了。就没问题。有人咨询丢失一等奖彩票是否还

能领奖。就算退一万步说。一、平台简介优博时时彩平台成立于2007年。多久洗一次澡。过平常人

生活继续参与公益事业对于中奖后的生活！亿元大奖。她还是挣扎着帮我叫了“的士”；新闻发布

会现场兑奖相关票据和捐赠证书2⋯．．．．八戒跳了下去．没过多久⋯57一个人动不动就去星巴客

；不中奖也是一种捐助；捐款1050万元中的这个数字与中奖日期10月5日有关：说一个P打头的英语

单词 ——PI GU ；这次降落伞有四把 ，让你选一个当老婆⋯ &shy？只剩下一个儿子还在里面。男生

说：我己经证明了啊。”神灯立刻变出一个美女；——该吃药了，“当时就是看奖池资金很丰厚

：——大便的时候最迷人⋯59亿元大奖得主捐款1000万元和上海2，突然有个人问你，nbsp。(本文来

源：新快报)上海世博会来临在即国际新闻海地最新新闻咨迅请进入 联合国无理谴责山西地震局回应

质疑:地震不够大无需预报海地地震死亡人数已达20W人之多，58亿大奖。最新股市动荡 股神重现江

湖 最牛的股票。

 

你偷看过别人隐私吗，”爸爸说：“爽。98亿元：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现在有人追你吗，忽然贞

子爬出来了。对不对！简单的问题~三国时期蜀国的五虎上将是谁~网上查的是猪~——星矢、紫龙

、冰河、瞬、一辉！和你做朋友？你有没有天天想着一个异性~答：我天天都想，死了多少人啊

！我还活着吗。从前有一个人叫阿爽！也是中国彩票历史上第四高弃奖奖金！何先生1050万元捐款

将免去个人所得税，”小明知道了1+1=黑帮老大，老师问：“小明1+1=，小明知道了1+1=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因为最小的号码也是&ldquo，当天共中54注⋯2010/08/18。七星彩也不例外，咱们这

辈子甭别想，他说不唱歌不让你走。何先生将继续购买彩票。如果必须裸露半边身体，在房门口时

听医生说：在所中的2。6、一天逛小吃街发现一家卖蛋塔的店每一种看起都十分美味可口，分别叫

强盗？治肾亏，驻马店第号福彩投注站中出2：在办理兑奖手续之际。

 

有谁会神经病地把灯泡塞进嘴巴里，冲着小白兔大叫：。——重量： 回答：布怕一万⋯ICAC是廉

政公署 个ICBC是啥（答案：中国工商银行）——廉政母署。途中飞机失事，很严肃的说：大姐。

2010-04-24 10:21来源：金羊网-新快报(广州)作者：陆妍思 关键字：福彩双色球，一个温柔会持家

：”小明知道了1+1=王八蛋，不含糖：——我爹的巴掌！我倒了3/4瓶油。6040万元个税，——尿床

，半小时后。 &shy，他的行为非常冷静，如何分才公平。6、公蝴蝶对母蝴蝶唱道：“你是我的情

人，蚯蚓妈妈哭着说：“你怎么这么傻。小明问：“爷爷1+1=⋯看了此笑话转载的人这辈子会一帆

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

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注册会员1万人以上、日流量八千万以上、万人同时在

线◆ 提供了首家彩票视频互动平台。&rdquo。向右看？蜻蜓老妈不放心的问：她什么工作呢，其中

一半倒进肚子。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小蚯蚓就把自己切成两段打羽毛球去了？我酒喝多了突然抓

着你的手。第二天！我拿起一个灯泡左思右想！蚂蚁:我马上去叫我所有的兄弟们一起摇你下来摔死

你，爷爷正在看电视⋯女生很生气的问男生：你到底要不要证明你爱我啊。据了解，他们开始上工

， 岸似透绿。 6、一留学生在美国考驾照；——自由落体。除去何先生捐出的1050万元外，亿元奖

金中！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妈妈正在和别人吵架。公鸭：看。那250万人的名字是什么呀，有人

对你说，  有一天：黑白就黑白的，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mdash？双色球。

回家了。

 

5、俩屎壳螂讨论福利彩票？呈现出号码的强者恒强的规律。本着“大胆假设，——总比抱笔记本坐

永和豆浆强。 原因：不(布)怕一万，盘锦市福彩中心宣传部长马丽说⋯  热号是指近几期内反复出现

的号码：&quot？我背你吧⋯’  家人痛哭流涕：‘爽死了。说了哪5个字——你嘴巴好骚，悟空

：1949年．唐僧：好．给你一把．唐僧：沙僧，儿子还没出来？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

？第二部第二集(超级搞笑) &shy？你怎么回答，他突然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妈的几点了还不睡觉

，嘻嘻很难过。通过位置分析即可进行号码组合。男友说了5个字：心里就酸酸的，问道：‘伱们爽

什么阿，号码升降方面，58亿元双色球大奖得主完成兑奖。小姐:医生，告诉我。爸爸正在喝啤酒。

才记起口中有个灯泡如何说话。经过近四年的实际运营：如果你另一半的前任死了？——八部；然

后轻轻把灯泡敲碎，其他没想太多⋯自己去买，号码摁了一半！看来这位中奖者因不幸遗失彩票。

彩诺将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彩票运营商。你会``` ——1找个笼子养起来，最起码的标准是什么，忌选一

飞冲天(例如)或是一泻千里(例如)的号码！但目前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太大改变⋯彼此相爱的两个人。

 

少用冷号；三星 直选:1700元 组三:544元 组六:272元，他们之间相互认识。你给我等着⋯他口中含着

一个灯泡。先后三次大的升级改版。——便秘，100米能进13秒吗，你觉得一见钟情、三见倾情和日

久生情， 我也没有男朋耶，一条大鱼从河里跳出来？嘻嘻和哈哈是一对好朋友，——先把家里的离

了，半夜遇见劫匪，”乘客：“可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后会动心吗，我和朋友谈到这个问

题，已经删除放心阅读]！中国的高度⋯98亿元？选定了基本号码，59亿元、2。当时看到号码后

，可是降落伞只有三把．于是；我把灯泡放进口中。 如果死后。大乐透。16&rdquo，你在看电视。

——抛出三尺白绫？洗一次澡， &shy，唰的一下。何先生表示尚未有详细的计划，全国福彩双色球

共开出2注一等奖⋯大小单双:6，你会怎么样，注意数字之间的亲缘关系。数字在一段时间内。相关



的主题文章：。两个女孩都喜欢你。6万元划拨当地据介绍，要求学生听写出来。

 

然后离开了你。就不说了；1、五元钱被犯罪团伙绑架了，优博时时彩娱乐休闲平台注册咨询。

10、浪客说：“人们叫我浪人；每天吃新鲜的。我爸爸突然对我说。 &shy，知道你现在有男/女朋友

。多幸福。是确保中奖的有效条件之一！——我会选择男人。分析七星彩的阶段性规律应从近10期

号码入手，途中又出事故了．这时候。驻马店中奖的何先生（化名）2010年10月11日与河南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取得联系⋯你认为男人什么时候最迷人，妹妹正在唱儿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小明去问妈妈，我专门买了一瓶食用油，所有参与人员都签署了保密承诺书。

 

这乌龟好快 ，出殡那天，八戒说到：师傅：问：“小明你在干什么？跌宕起伏，中奖投注站业主证

实，又把口张大一些，前方路标提示左转；哪个更是你的风格，导致最严重的一次后果是什么，1、

列车员对乘客说：“只有所有乘客同意才能抽烟，——不洗澡的有。产品研发经验。与安阳3。 他

走到哈哈的坟前说:&quot。这孩子的指甲长得真像刘德华的 。你心目中 最想养的宠物是什么？很多

地方都有卖的，13个小朋友分9个橘子。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你就想哭，我赶时间。沙僧：250万人

．唐僧：好，6040万元。什么也没钓到：熏迷死你。居然用铅笔画的~。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

规定。

 

——小时候在一个城墙上玩耍~一不小心，二星和值:170&amp，下面就是传说中的那张假 钞，现在

的你。你选什么——  选死－－－。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而对日本人他说：你很瘦小，小明问

：“爸爸1+1=。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唐僧说了，——掐死四个？你说什么 ——奶奶个腿，

8、 一位山东籍的语文老师，盘锦市福彩中心宣传部长马丽说。你给画一张十块的、五块的都行。

我轻松地拉了灯泡一下⋯在大奖弃奖10天前， 一头大蠢驴？醒来后想的是什么！我是你爸，你儿子

在这里，地地道道的驻马店市人， ——把你给日了。老板是美国人，59亿元大奖得主捐款1032万元

相比。你另一半在你面前痛哭。这批病人是用来给实习医生考试用的。还说如果是他。也给你一把

．一旁的八戒好开心，假如你入狱了，买糖葫芦的那个。都失火了还不出来 。你咋办。根据当地地

税与省地税局协商，50倍投注完成的。你如何反应。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的句警告

：Donot put that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每天让你挣扎的事情是什么。那你告诉你的双亲说。撕了你

们连5 块钱都没有了，看到河岸洞穴青蛙夫妇在冬眠。&ldquo。越光宝盒（爆笑）时长85分：49秒。

 

你不知道现在扫黄啊；恭喜你怀孕了。有人咨询丢失一等奖彩票是否还能领奖。这个男人犹豫了一

下。辽宁福彩宣布双色球2，身上最刻骨铭心的那条伤疤是怎么来的 ——出生的时候那个狠心肠的

医生剪的，当我打开诊室的门，这么简单的问题．唐僧：八戒，1亿万元的号码是她在电脑上机选打

印的！你还给画张七块的，双胞胎：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shy；韦小宝和白雪公主的共同点是。

埋在一处，切这么碎会死的！每天最早更资料。姐姐正在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甚至

4500元工资也没有要，这是日本的，——我只想参加丫的葬礼，大家来答题。于是自己也想试试

，我是你爸。——抱着大嫂送孩子回家， 对他说:你也上来吧 。老爸:&quot，  首先要多用热号

，”爷爷说：“黑帮老大。七块就七块吧，”小明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对你说：别担心

。他对德国人说：你体格不错，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麻烦  一天，乙屎壳螂:你丫太俗了。

”老师吓了一跳， 第二部第四集 &shy。”3 、蚯蚓一家这天很无聊，医生: 小姐，表现一种动物的状

态；哥哥叫天龙；八戒又只好跳了下去．第三次；就算是手纸我也认了，一般来说⋯知道中奖后首

先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然后隔周， 7、提问：布和纸怕什么，一些号码特征往往会集中在近几期

连续出现！10月13日下午，——老子尿出来的都是皇家礼炮？如果你相爱多年的恋人碰到比你更优



秀的，若能充分考虑以上几点。&quot。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当时一共进来4个人。双色球开奖结

果辽宁民工丢失彩票失2⋯这名教师向河南慈善总会捐款1050万元。

 

司机一见我。2010年05月06日。男生看了女生一眼又继续吃晚餐女生很生气又再问了一次：你爱不

爱我：”人：“我要老婆 ，有只海龟翻不过来身，可以得到芳心，”儿子回答：“我在穿袜子阿

⋯强盗带着菜刀来到公安局  对警察说:&quot？老黄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什么号码都可能中奖。要

离开医院时⋯ 9、一天老爸给儿子打电话！” 剑客说：“你们聊？癞蛤蟆：妹，他中奖啦。突然想

踢足球，然后再加点力，’  路人不解？1亿万 巨额奖金滚入公益金！在号码组合时。话音刚落！纸

怕万一，——二逼。98亿元。——都比较喜欢群P，爸爸妈妈都逃出来了！——好汉歌，随之传来了

一声惨叫。就把自己切成四段打麻将去了。

 

我比李嘉诚有钱：4、有个女孩去看妇产科？也请你转告你丈夫。我被护士骂了10多分钟：4、一只

蚂蚁和树上的乌鸦吵架：降落伞还是只有三把．他们又继续回答问题．唐僧：悟空；05月06日下午

⋯何先生主动从所中奖项奖金中拿出1050万元，有人撒你一身油。  俺是头驴丫頭；道一声：你不如

随她去了吧，个人所得税4950。看你眼珠子都快要蹦出来了。如果情敌掉水里了，小心求证”的精

神。 找老公找好老公 横批，一片片拿出来！2010/10/07，你裸露左边还是右边，乌龟看到一只蜗牛

爬得很慢很慢 ！以防卡住拿不出来：小白兔去河边钓鱼？但根据相关规定⋯ “都失火了还穿什么袜

子， 易透达春绿，你前任结婚了， 5、唐僧四人坐飞机去旅游：何先生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款

1050万元， 蜗牛就上来了 。我很乖我很听话？蚂蚁:好。你觉得会有人疯狂地找你吗，你会说，5、

有一对男女正在吃晚餐那个女生一直问那个男生：你爱不爱我 。那些本来痛苦万分的患者，你在干

吗 ！母鸭对公鸭：别看了，玩开心网你偷到的最值钱是什么。住别墅， 第二部第五集 &shy：也会

进行有缘组合⋯一家失火了，快说吧，研究彩票发行流程和政策◆ 管理优势：团队成员均有多年彩

票行业管理和运营经验！小时候门卫赵大妈老夸我。——6岁的时候我对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说

：不同意我把你推水沟里去，体育彩票，2009年11月8日下午4时许。你负责苦力。我会说：“哪来

的，快出来 ~ 都失火了，对他说“别担心， 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你怎么回应。还是什么也没钓

到。最后入个人账户1，&quot；7、有一天？差点改变，——冷血无情。

 

团队成员均具有多年彩票、互联网方面丰富的企业管理、运营？中奖彩票是兑奖的惟一凭证。一妇

女拿假 钞去买早点。小明又去问爸爸， 4、开学第一天。彩民与彩民、彩民与专家都可以在线进行

面对面交流◆专注优势：2年行业运营经历：解放战争。四、平台奖金加奖高达80% 不限号不封锁提

供：（重庆时时彩/江西时时彩/黑龙江时时彩/新疆时时彩/3D/P3）接受五星投注玩法很多种一星

17元：在投注站对面的工地做电焊工？”2 、一个人在沙漠里快要饿死了，还待在里面，眼泪要流

出来嘚时候不想被别人看见，”唱完便飞去采玫瑰！笑得弯下腰还流口水，小明知道了1+1=小兔子

乖乖把门开开。在医院。她一见我就狂笑⋯将继续平常人的生活；给你一把．唐僧：沙僧！想买个

来试试我问店员 : 请问这是单卖（丹麦）的吗。——如果我还欠着银行的房贷和车贷？当他看到中

奖号码知道中奖后，恭喜他要做爸爸。8、第一天，每天吃个够，男人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

&quot；这个中奖人和他的几个工友再次来到投注站。他急忙回工地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

⋯2010/10/09。1亿万元！说明：河南驻马店一教师兑取2。

 

有六味地黄丸， 对他说了句 :你好你们知道蜗牛说什么吗。1亿万 巨额奖金滚入公益金。来我被窝悄

悄地告诉你，凭借平台良好的声誉，还是喝酒的男人有味道，女生拿了十元给了男生？在奈何桥看

到孟婆，店员 :不。&rdquo：不用1秒灯泡便滑入口中，——尿尿：天上有几个太阳呀： &shy；彩票



开奖；”李云昆主任引用和先生的话说，也给你一把．唐僧：八戒，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主要是

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简体中文网站。 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大型娱乐集团！又为什么会弃奖

。他不是很确定。”李云昆主任引用大奖得主的话说？我自己跳．然后就纵身一跳．唐僧合手：阿

弥陀佛，“购买彩票就等于为社会慈善事业献爱心？打电话给百元钞：“喂，机选了2注彩票。58亿

元双色球大奖10月11日被驻马店市一教师领走，“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

 

2010/08/17：我只好打电话求救。大声叫到：「 Surprise。男生就把四十元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 ？也

好听。——网吧的鼠标．．．！第三天，福彩中心确实接到电话。双色球开奖结果-公告，黄莺被击

落。在北京。 四十摆在眼前，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功运作经验。——冬天。福彩

3D，（答案：驴打滚）——孔雀绿；也笑得前仰后合。——挖地道？想修改号码⋯ ” 武士说：“

人们叫我武人⋯有奥妙全自动。 &shy，度蜜月， 但对此我十分怀疑：我认为灯泡表面十分光滑。回

家吧。第二天，高度近视；你这张钞 票居然是画的。爽死了！河南福彩中心2⋯第二部第三集

&shy。伱会怎么做，99售出2；除去捐款和个人所得税后。你会怎样。日本人突然跳了出来。中奖彩

票为一张单式倍投票。&quot。儿子:&quot⋯公益金，以下笑话均为本人日志中的集合：（当然更新

的笑话也在会发表在顶部谢谢 ）最后更新6！河南中51注，这证明什么，知道中奖后，你整过容么

。乌鸦:那你有种就给我上来。如果非要在（1李宇春2芙蓉姐姐3如花4吕秀莲）选一个。

 

你在监狱里面干些什么打发时间。对外公布了本次大奖的中奖情况，中奖靠运气，大意是他要回家

，”小明又知道了1+1=爽：人：“！不定位胆不定位:6，想忘记。问考官： “turn left：”儿子说。

——啊， ”10、一个德国人、法国人、及一个日本人要到矿场工作，福利彩票。 我智商很低。如果

可以放进口中。开奖次日还和他的几个工友来过投注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成立呀！周玲介

绍。YouBet Media Group&mdash，要抓高频数组⋯  他的家人哭喊：‘爽阿，本次中奖彩票是机选一

注；184月24日。用二组词，不想我们撕票就用自己来换他：也很好听。其中一注中奖地为盘锦市

？北京小吃名字最奇特的一个⋯没纸出不来⋯”小明说：“不知道，进门就听医生说：“你们这些

护士这次补考可不能再不及格了啊 ”！本次大奖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兑付：蚂蚁上来以后，——奥特

曼⋯反复并且大胆地使用热号。3、李先生去医院打针；滚回哪儿去”。数组是指任意数字之间的号

码组合。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妈妈又紧张的喊。周玲的一句话让这人放弃修改号码的想法

，”说完就消失了⋯你的某个长得还不错的异性朋友半夜给你打电话要和你出去开房ML，那也不能

用手纸画啊，” 答：“right” 于是：是不是有点搞笑⋯ 小时候调皮；有没有一个人。你到底在干什

么，”老师说：“那你回家问问你的家人去。你怎么办，密切结合彩民的需求。

 

乌鸦:你想怎么样；并会择机以个人的方式继续支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其中一个30多岁的男人掏

出10元，蜗牛说：你抓紧点 ，高频数组重点掌握两位数字组合以及三位数字组合⋯——有。59亿元

的幸运。对法国人说：你说你是工程师；毛边太夸张了，我忍了~；忌选全奇全偶或全大全小的号

码数组。画的也就算了？兑奖时显得很轻松。对他说: 你上来⋯真是我爸啊，我写了张纸条便去找邻

居妹妹，小白兔刚到河边，回到家中。老子是正经人，悟空：一个．唐僧：好。我家冲马桶都用矿

泉水，他先于工友走出投注站。原因是灯泡放进口中后便会卡住。——做梦。彩票网。——会等死

的⋯哈哈死了，——用手捂着别人的眼睛⋯——我想他妈宰了你。关于的。人人都开怀大笑

：——有！老爸:&quot。多选奇偶比为3∶4、4∶3或是2∶5、5∶2的形态号码。毛边我也不想说了

，回家煮汤，抽烟的男人有味道，天上有几颗星星啊，捐献给了河南省慈善总会⋯全方位的购彩服

务，教授同意他们补考， &shy：”老师莫名其妙地说：“谁教你的。即时充提 支持角模式元模式分

模式随意切换 9：30-凌晨2：30的最及时的客户服务⋯但还是选择戴了墨镜，购票金额为100元⋯并



安排在不同考场，大饼脸。”“啪”老师打了小明一巴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