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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范统在脑海中调阅出了【神仙信息】，居然，正在被勒索的神仙这一子栏目下显示的正是&mdthe

particularsh;&mdthe particularsh;文曲星！

 

勒索职责一经被激活，而且时间紧迫，刘范统必须得想尽一切主意、尽快完成对文曲星的勒索。

 

刘范统将太极捏在手里，他隔一小会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你看第八十。就是为了看文曲星有没有

回邮件，究竟早一点和文曲星接上头，也好早一点驾驭对方的静态啊！

 

但是刘范统的邮件发送出往后就似乎杳无讯息，文曲星根柢就没任何响应，刘范统前往到勒索编制

主页的【天庭众神心绪静态】版块里查询了一下文曲星的心绪状态，但是关于这家伙的心绪静态竟

然是空缺！

 

这种情形刘范统还是第一次碰到，听听[转载]通天手机。他连忙查询了千里眼确如今心绪状态，千

里眼如今的心绪状态显示的是【正在和巨灵神饮酒&mdthe particularsh;&mdthe particularsh;嗨皮】。加

盟福利彩票挣钱吗。

 

刘范统差点崩溃，你知道第一卷。他完全想不到烂赌鬼千里眼和同道哥巨灵神两个家伙竟然在一起

饮酒！

 

但是文曲星的心绪状态怎么是空缺呢？难道他一经抵达心外无物的田产了？！刘范统心里慌张啊

，这种心中无欲无求的家伙才是最难搞的！一私人心中无欲无求了，你还能拿什么往要挟、勒索他

？

 

买彩票能赚钱吗我们若能够充分利用概率的分析和合理的计划
但是有一点刘范统又想不通了，开彩票店赚钱吗。只消没有脑亡故，哪怕是个白痴也不可能没有心

里活动啊！这文曲星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范统感到心里很不结壮，第一卷。他经过迅速键进进到勒索编制的【发件箱】，发件箱中记录着

他之前发送给文曲星的邮件。

 

刘范统决定再次运用第一次勒索千里眼工夫采用的带有无量阴险意味的、让人隐晦的、让人可怕的

两字真言。

 

&ldquo;嘿嘿⋯⋯&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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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依旧没响应。

 

&ldquo;嘿嘿。潜龙在渊。&rdquo;

 

第二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的心绪状态依旧是空缺。

 

&ldquo;嘿嘿！&rdquo;

 

第三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信息依旧是杳无讯息。

 

彩票赚钱
&ldquo;哼哼！&rdquo;

 

刘范统改良了两字真言的形式，很缺憾，潜龙在渊。文曲星还是没响应。

 

经过连结几条两字真言的轰炸，其实手机。文曲星依然没半点响应，这让刘范统死了心，就像做

－爱一样，男方在床上很给力，女方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人，听听双色球选号秘诀。哼都不哼一声

，学会彩票赚钱。搞起来都没劲了。

 

刘范统加入勒索编制，然后将手机揣进了裤包，说真话，他的心里不像之前勒索千里眼和巨灵神那

么蛋定了，十三。文曲星的情形现在这么诡异，他心里根柢就没底，而且这次的勒索职责可是草菅

人命的小事情啊！

 

&ldquo;文曲星啊文曲星，你究竟在干嘛啊？你怎么连个心绪静态都没有？！&rdquo;

 

实在现在的天庭正是夜晚，对于第一卷。千里眼和巨灵神正在喝夜啤，而文曲星作息时间角力计算

早，他吃了&ldquo;极乐丹&rdquo;就睡觉了，相比看手机能。对于一个正在睡觉的神仙，事实上买

彩票能赚钱吗。没有心绪静态是很正常的事。对比一下加盟福利彩票挣钱吗。

 

虽然心里有点焦虑，彩票赚钱。但是刘范统却毫无主意，转载。他显得有些心里不安，经过才瘦子

的彩票投注站的工夫，相比看网上能买彩票吗。他闻声有人在喊他：&ldquo;范统，快来快来，你中

奖了！&rdquo;

 

刘范统循着声音看了过往，才瘦子站在彩票投注站门口满脸笑脸地向他招手。

 

实在刘范统和才瘦子有个商定，彩票赚钱。如果他没时间恐怕忘掉买彩票的工夫，八十。才瘦子都

会先给他把钱垫着帮他把彩票买了，然后刘范统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才瘦子。想知道第八十三。

 

网上能买彩票吗
两人虽然只是口头协议，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却一直都在遵照着这个协议。刘范同一次性付了钱，才

瘦子会把他帮刘范统买的一齐彩票一齐交给他。相比看第八十三。刘范统也不会把废票扔了，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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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把那些彩票积累着，究竟那也代表着他有始有终的一种态度嘛。詹天佑福彩3d。

 

才瘦子有个开彩票投注站的同行，外传他垫钱帮一个熟人买了一注彩票中了特等奖，通天。然后他

将彩票交给了他人，看看手机能买彩票吗。为此，开彩票店赚钱吗。该同道还在春早晨露了一把脸

，评了个神马&ldquo;德性模范&rdquo;？

 

看到这个新闻的才瘦子很是不屑一顾，他对刘范统说：&ldquo;范统，要是真有一天胖叔帮你垫的钱

中特等奖了，胖叔二话不说，你看买彩票能赚钱吗。立马送到你家里往！&rdquo;

 

刘范统其时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

 

实在刘范统买了三年彩票连慰劳奖都没中和才瘦子有很大关联，你看手机能买彩票吗。由于刘范统

买的彩票，简直有一大半是他帮刘范统选的。

 

刘范统走进才瘦子的彩票投注站，身子趴在机柜上：&ldquo;胖叔，一卷。你说我中奖了？中了若干

好多？！&rdquo;

 

刘范统且则把文曲星那档子事放下，他此时的心里有点小激动，虽然他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但是对

于一个三年来连慰劳奖都没中过的老彩民来说，第一次中奖难免会觉得激动。

 

才瘦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和两张彩票放在机柜顶上：对于开彩票店赚钱吗。&ldquo;诺

，你有两期没有买彩票，有一期中了个慰劳奖，加盟福利彩票挣钱吗。我帮你买了两注彩票花往四

元，现在还剩一元钱⋯⋯&rdquo;

 

&ldquo;我靠！&rdquo;刘范统拍了一下卖彩票的机柜，显得很不欢乐，&ldquo;胖叔，你这是逗我玩

呢？！&rdquo;

 

买什么彩票赚钱
刘范统由于文曲星的事情心情正本就不好，才瘦子还来消遣他，你知道开彩票店赚钱吗。他心头当

然不爽，手机能买彩票吗。哪怕是熟人也会翻脸的。

 

才瘦子这私人就是脾气好，他简直从来不会和人红脸，潜龙。见到刘范统把脸拉了下来，他的脸上

立即堆满了笑脸：&ldquo;你还不清晰你胖叔的为人啊？我看你心情不好，就想让你开心一下，有啥

烦心事说来胖叔听听？&rdquo;

 

俗话说&ldquo;伸手不打笑脸人&rdquo;，才瘦子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彩票。刘范统也美意义板着脸

，他觉得和才瘦子计算的确没啥必要。

 

刘范统将机柜顶上的两张彩票和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揣进兜里：你知道[转载]通天手机。&ldquo;没啥

事，就是想到自身几年没中奖，心头有些不舒坦！&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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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大奖人人都想中，但是能中的永远是多数，&rdquo;才瘦子笑着说道，&ldquo;事情看淡一点

，心态放平稳一点，天然就不会给自身添堵了。&rdquo;

 

刘范统递了一根烟给才瘦子，笑着说道：&ldquo;胖叔，想不到你还有这等豁达的胸宇啊？&rdquo;

 

才瘦子接过刘范统递过去的香烟，拍了拍他那腆着的大肚腩：&ldquo;你胖叔的肚里可是能撑船的

！&rdquo;

 

刘范统帮他把烟焚烧，眼睛看了看他的大肚腩：&ldquo;是呀，由于你人胖嘛！瘦子的肚子角力计算

大，的确容易撑船⋯⋯&rdquo;

 

才瘦子嘴里叼着烟，他的表情显得很受伤，刘范统的&ldquo;瘦子肚里能撑船&rdquo;让他的自尊心

和自决定信念遭到首要打击。

 

开彩票店赚钱吗,什么工作最赚钱
（PS：第三更了，求保举票、求收躲⋯⋯）

 

一私人笑不如行家一起笑,本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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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范统在脑海中调阅出了【神仙信息】，果然，正在被勒索的神仙这一子栏目下显示的正是

&mdash;&mdash;文曲星！,勒索任务已经被激活，而且时间紧迫，刘范统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快

完成对文曲星的勒索。,刘范统将太极捏在手里，他隔一小会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就是为了看文曲

星有没有回邮件，究竟早一点和文曲星接上头，也好早一点把握对方的动态啊！,但是刘范统的邮件

发送出往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文曲星根本就没任何反应，刘范统返回到勒索系统主页的【天庭众神

心理动态】版块里查询了一下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但是关于这家伙的心理动态竟然是空缺！,这种情

况刘范统还是第一次碰到，他连忙查询了千里眼确当前心理状态，千里眼当前的心理状态显示的是

【正在和巨灵神饮酒&mdash;&mdash;嗨皮】。,刘范统差点崩溃，他完全想不到烂赌鬼千里眼和同道

哥巨灵神两个家伙竟然在一起饮酒！,但是文曲星的心理状态怎么是空缺呢？难道他已经达到心外无

物的境界了？！刘范统心里着急啊，这种心中无欲无求的家伙才是最难搞的！一个人心中无欲无求

了，你还能拿什么往威胁、勒索他？,但是有一点刘范统又想不通了，只要没有脑死亡，哪怕是个白

痴也不可能没有心里活动啊！这文曲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范统感到心里很不踏实，他通过快捷

键进进到勒索系统的【发件箱】，发件箱中记录着他之前发送给文曲星的邮件。,刘范统决定再次使

用第一次勒索千里眼时候采用的带有无穷阴险意味的、让人费解的、让人恐惧的两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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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嘿嘿⋯⋯&rdquo;,第一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依旧没反应。,&ldquo;嘿嘿。&rdquo;,第

二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依旧是空缺。,&ldquo;嘿嘿！&rdquo;,第三次两字真言发

了过往，信息依旧是石沉大海。,&ldquo;哼哼！&rdquo;,刘范统改变了两字真言的内容，很遗憾，文

曲星还是没反应。,通过连续几条两字真言的轰炸，文曲星依然没半点反应，这让刘范统死了心，就

像做－爱一样，男方在床上很给力，女方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人，哼都不哼一声，搞起来都没劲了。

,刘范统退出勒索系统，然后将手机揣进了裤包，说实话，他的心里不像之前勒索千里眼和巨灵神那

么蛋定了，文曲星的情况现在这么诡异，他心里根本就没底，而且这次的勒索任务可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情啊！,&ldquo;文曲星啊文曲星，你究竟在干嘛啊？你怎么连个心理动态都没有？！&rdquo;,实

在现在的天庭正是夜晚，千里眼和巨灵神正在喝夜啤，而文曲星作息时间比较早，他吃了&ldquo;极

乐丹&rdquo;就睡觉了，对于一个正在睡觉的神仙，没有心理动态是很正常的事。,固然心里有点焦

虑，但是刘范统却毫无办法，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经过才胖子的彩票投注站的时候，他闻声有人

在喊他：&ldquo;范统，快来快来，你中奖了！&rdquo;,刘范统循着声音看了过往，才胖子站在彩票

投注站门口满脸笑脸地向他招手。,实在刘范统和才胖子有个约定，假如他没时间或者忘记买彩票的

时候，才胖子都会先给他把钱垫着帮他把彩票买了，然后刘范统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才胖子。,两人固

然只是口头协议，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却一直都在遵循着这个协议。刘范同一次性付了钱，才胖子会

把他帮刘范统买的所有彩票一齐交给他。刘范统也不会把废票扔了，他一直都把那些彩票积攒着

，究竟那也代表着他持之以恒的一种态度嘛。,才胖子有个开彩票投注站的同行，据说他垫钱帮一个

熟人买了一注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将彩票交给了别人，为此，该同道还在春晚上露了一把脸

，评了个神马&ldquo;道德模范&rdquo;？,看到这个新闻的才胖子很是不屑一顾，他对刘范统说

：&ldquo;范统，要是真有一天胖叔帮你垫的钱中特等奖了，胖叔二话不说，立马送到你家里往

！&rdquo;,刘范统当时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实在刘范统买了三年彩票连安慰奖都没中和才胖子

有很大关系，由于刘范统买的彩票，几乎有一大半是他帮刘范统选的。,刘范统走进才胖子的彩票投

注站，身子趴在机柜上：&ldquo;胖叔，你说我中奖了？中了多少？！&rdquo;,刘范统暂时把文曲星

那档子事放下，他此时的心里有点小激动，固然他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但是对于一个三年来连安慰

奖都没中过的老彩民来说，第一次中奖难免会觉得激动。,才胖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和

两张彩票放在机柜顶上：&ldquo;诺，你有两期没有买彩票，有一期中了个安慰奖，我帮你买了两注

彩票花往四元，现在还剩一元钱⋯⋯&rdquo;,&ldquo;我靠！&rdquo;刘范统拍了一下卖彩票的机柜

，显得很不兴奋，&ldquo;胖叔，你这是逗我玩呢？！&rdquo;,刘范统由于文曲星的事情心情本来就

不好，才胖子还来消遣他，他心头当然不爽，哪怕是熟人也会翻脸的。,才胖子这个人就是脾气好

，他几乎从来不会和人红脸，见到刘范统把脸拉了下来，他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脸：&ldquo;你还不

清楚你胖叔的为人啊？我看你心情不好，就想让你开心一下，有啥烦心事说来胖叔听听

？&rdquo;,俗话说&ldquo;伸手不打笑脸人&rdquo;，才胖子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刘范统也好意思板着

脸，他觉得和才胖子计较确实没啥必要。,刘范统将机柜顶上的两张彩票和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揣进兜

里：&ldquo;没啥事，就是想到自己几年没中奖，心头有些不舒坦！&rdquo;,&ldquo;大奖人人都想中

，但是能中的始终是少数，&rdquo;才胖子笑着说道，&ldquo;事情看淡一点，心态放平稳一点，自

然就不会给自己添堵了。&rdquo;,刘范统递了一根烟给才胖子，笑着说道：&ldquo;胖叔，想不到你

还有这等豁达的胸襟啊？&rdquo;,才胖子接过刘范统递过来的香烟，拍了拍他那腆着的大肚腩

：&ldquo;你胖叔的肚里可是能撑船的！&rdquo;,刘范统帮他把烟点燃，眼睛看了看他的大肚腩

：&ldquo;是呀，由于你人胖嘛！胖子的肚子比较大，确实轻易撑船⋯⋯&rdquo;,才胖子嘴里叼着烟

，他的表情显得很受伤，刘范统的&ldquo;胖子肚里能撑船&rdquo;让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

打击。,（PS：第三更了，求推荐票、求收躲⋯⋯）,一个人笑不如大家一起笑,本页地址：本文章由

转载,如果你要转载请注名出处 谢谢合作诛仙2小说官方网站,一个人笑不如大家一起笑,本页地址



：,刘范统在脑海中调阅出了【神仙信息】，果然，正在被勒索的神仙这一子栏目下显示的正是

&mdash;&mdash;文曲星！,勒索任务已经被激活，而且时间紧迫，刘范统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快

完成对文曲星的勒索。,刘范统将太极手机捏在手里，他隔一小会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就是为了看

文曲星有没有回邮件，究竟早一点和文曲星接上头，也好早一点把握对方的动态啊！,但是刘范统的

邮件发送出往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文曲星根本就没任何反应，刘范统返回到勒索系统主页的【天庭

众神心理动态】版块里查询了一下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但是关于这家伙的心理动态竟然是空缺！,这

种情况刘范统还是第一次碰到，他连忙查询了千里眼确当前心理状态，千里眼当前的心理状态显示

的是【正在和巨灵神饮酒&mdash;&mdash;嗨皮】。,刘范统差点崩溃，他完全想不到烂赌鬼千里眼和

同道哥巨灵神两个家伙竟然在一起饮酒！,但是文曲星的心理状态怎么是空缺呢？难道他已经达到心

外无物的境界了？！刘范统心里着急啊，这种心中无欲无求的家伙才是最难搞的！一个人心中无欲

无求了，你还能拿什么往威胁、勒索他？,但是有一点刘范统又想不通了，只要没有脑死亡，哪怕是

个白痴也不可能没有心里活动啊！这文曲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范统感到心里很不踏实，他通过

快捷键进进到勒索系统的【发件箱】，发件箱中记录着他之前发送给文曲星的邮件。,刘范统决定再

次使用第一次勒索千里眼时候采用的带有无穷阴险意味的、让人费解的、让人恐惧的两字真言。

,&ldquo;嘿嘿⋯⋯&rdquo;,第一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依旧没反应。,&ldquo;嘿嘿。&rdquo;,第

二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依旧是空缺。,&ldquo;嘿嘿！&rdquo;,第三次两字真言发

了过往，信息依旧是石沉大海。,&ldquo;哼哼！&rdquo;,刘范统改变了两字真言的内容，很遗憾，文

曲星还是没反应。,通过连续几条两字真言的轰炸，文曲星依然没半点反应，这让刘范统死了心，就

像做－爱一样，男方在床上很给力，女方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人，哼都不哼一声，搞起来都没劲了。

,刘范统退出勒索系统，然后将手机揣进了裤包，说实话，他的心里不像之前勒索千里眼和巨灵神那

么蛋定了，文曲星的情况现在这么诡异，他心里根本就没底，而且这次的勒索任务可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情啊！,&ldquo;文曲星啊文曲星，你究竟在干嘛啊？你怎么连个心理动态都没有？！&rdquo;,实

在现在的天庭正是夜晚，千里眼和巨灵神正在喝夜啤，而文曲星作息时间比较早，他吃了&ldquo;极

乐丹&rdquo;就睡觉了，对于一个正在睡觉的神仙，没有心理动态是很正常的事。,固然心里有点焦

虑，但是刘范统却毫无办法，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经过才胖子的彩票投注站的时候，他闻声有人

在喊他：&ldquo;范统，快来快来，你中奖了！&rdquo;,刘范统循着声音看了过往，才胖子站在彩票

投注站门口满脸笑脸地向他招手。,实在刘范统和才胖子有个约定，假如他没时间或者忘记买彩票的

时候，才胖子都会先给他把钱垫着帮他把彩票买了，然后刘范统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才胖子。,两人固

然只是口头协议，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却一直都在遵循着这个协议。刘范同一次性付了钱，才胖子会

把他帮刘范统买的所有彩票一齐交给他。刘范统也不会把废票扔了，他一直都把那些彩票积攒着

，究竟那也代表着他持之以恒的一种态度嘛。,才胖子有个开彩票投注站的同行，据说他垫钱帮一个

熟人买了一注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将彩票交给了别人，为此，该同道还在春晚上露了一把脸

，评了个神马&ldquo;道德模范&rdquo;？,看到这个新闻的才胖子很是不屑一顾，他对刘范统说

：&ldquo;范统，要是真有一天胖叔帮你垫的钱中特等奖了，胖叔二话不说，立马送到你家里往

！&rdquo;,刘范统当时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实在刘范统买了三年彩票连安慰奖都没中和才胖子

有很大关系，由于刘范统买的彩票，几乎有一大半是他帮刘范统选的。,刘范统走进才胖子的彩票投

注站，身子趴在机柜上：&ldquo;胖叔，你说我中奖了？中了多少？！&rdquo;,刘范统暂时把文曲星

那档子事放下，他此时的心里有点小激动，固然他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但是对于一个三年来连安慰

奖都没中过的老彩民来说，第一次中奖难免会觉得激动。,才胖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和

两张彩票放在机柜顶上：&ldquo;诺，你有两期没有买彩票，有一期中了个安慰奖，我帮你买了两注

彩票花往四元，现在还剩一元钱⋯⋯&rdquo;,&ldquo;我靠！&rdquo;刘范统拍了一下卖彩票的机柜

，显得很不兴奋，&ldquo;胖叔，你这是逗我玩呢？！&rdquo;,刘范统由于文曲星的事情心情本来就



不好，才胖子还来消遣他，他心头当然不爽，哪怕是熟人也会翻脸的。,才胖子这个人就是脾气好

，他几乎从来不会和人红脸，见到刘范统把脸拉了下来，他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脸：&ldquo;你还不

清楚你胖叔的为人啊？我看你心情不好，就想让你开心一下，有啥烦心事说来胖叔听听

？&rdquo;,俗话说&ldquo;伸手不打笑脸人&rdquo;，才胖子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刘范统也好意思板着

脸，他觉得和才胖子计较确实没啥必要。,刘范统将机柜顶上的两张彩票和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揣进兜

里：&ldquo;没啥事，就是想到自己几年没中奖，心头有些不舒坦！&rdquo;,&ldquo;大奖人人都想中

，但是能中的始终是少数，&rdquo;才胖子笑着说道，&ldquo;事情看淡一点，心态放平稳一点，自

然就不会给自己添堵了。&rdquo;,刘范统递了一根烟给才胖子，笑着说道：&ldquo;胖叔，想不到你

还有这等豁达的胸襟啊？&rdquo;,才胖子接过刘范统递过来的香烟，拍了拍他那腆着的大肚腩

：&ldquo;你胖叔的肚里可是能撑船的！&rdquo;,刘范统帮他把烟点燃，眼睛看了看他的大肚腩

：&ldquo;是呀，由于你人胖嘛！胖子的肚子比较大，确实轻易撑船⋯⋯&rdquo;,才胖子嘴里叼着烟

，他的表情显得很受伤，刘范统的&ldquo;胖子肚里能撑船&rdquo;让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

打击。,（PS：第三更了，求推荐票、求收躲⋯⋯）本文章由转载,如果你要转载请注名出处 谢谢合

作诛仙2小说官方网站,胖叔二话不说。&rdquo，刘范统将太极手机捏在手里，才胖子接过刘范统递

过来的香烟。&rdquo；刘范统返回到勒索系统主页的【天庭众神心理动态】版块里查询了一下文曲

星的心理状态，显得很不兴奋？究竟那也代表着他持之以恒的一种态度嘛。文曲星依然没半点反应

。你还不清楚你胖叔的为人啊！&rdquo，哪怕是个白痴也不可能没有心里活动啊⋯你怎么连个心理

动态都没有。胖子肚里能撑船&rdquo。第一次中奖难免会觉得激动！你有两期没有买彩票。实在现

在的天庭正是夜晚，让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刘范统当时只是笑了笑？心态放平稳一

点。经过才胖子的彩票投注站的时候⋯快来快来，心态放平稳一点。

 

刘范统递了一根烟给才胖子。你胖叔的肚里可是能撑船的，据说他垫钱帮一个熟人买了一注彩票中

了特等奖。这文曲星到底是怎么回事，&ldquo！刘范统感到心里很不踏实⋯刘范统帮他把烟点燃

，现在还剩一元钱；看到这个新闻的才胖子很是不屑一顾，刘范统也不会把废票扔了。你中奖了

，刘范统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http://www。刘范统差点崩溃。&rdquo⋯但是关于这家伙的心理动态

竟然是空缺。哼都不哼一声，哪怕是熟人也会翻脸的？正在被勒索的神仙这一子栏目下显示的正是

&mdash⋯然后将手机揣进了裤包。才胖子嘴里叼着烟，文曲星根本就没任何反应，也好早一点把握

对方的动态啊，但是有一点刘范统又想不通了，文曲星啊文曲星，道德模范&rdquo，他一直都把那

些彩票积攒着。我帮你买了两注彩票花往四元，要是真有一天胖叔帮你垫的钱中特等奖了⋯）本文

章由转载。刘范统将机柜顶上的两张彩票和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揣进兜里

：&ldquo，&ldquo⋯s8zz⋯千里眼当前的心理状态显示的是【正在和巨灵神饮酒&mdash。搞起来都

没劲了！有啥烦心事说来胖叔听听。有啥烦心事说来胖叔听听。com⋯刘范统退出勒索系统。拍了

拍他那腆着的大肚腩：&ldquo。

 

他对刘范统说：&ldquo，刘范统改变了两字真言的内容！&rdquo，俗话说&ldquo。&rdquo，而且时

间紧迫。你还不清楚你胖叔的为人啊；这让刘范统死了心，而且时间紧迫，正在被勒索的神仙这一

子栏目下显示的正是&mdash。刘范统将机柜顶上的两张彩票和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揣进兜里

：&ldquo！&rdquo。中了多少。想不到你还有这等豁达的胸襟啊？才胖子这个人就是脾气好。而文

曲星作息时间比较早：刘范同一次性付了钱⋯然后刘范统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才胖子。但是刘范统却

毫无办法。没啥事；他隔一小会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ldquo，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千里眼当前

的心理状态显示的是【正在和巨灵神饮酒&mdash，&rdquo。你胖叔的肚里可是能撑船的，千里眼和

巨灵神正在喝夜啤，&rdquo。&rdquo？你究竟在干嘛啊。文曲星啊文曲星；文曲星。文曲星。文曲



星根本就没任何反应。大奖人人都想中？&mdash；嗨皮】。要是真有一天胖叔帮你垫的钱中特等奖

了？信息依旧是石沉大海？但是文曲星的心理状态怎么是空缺呢。第二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这种

心中无欲无求的家伙才是最难搞的。据说他垫钱帮一个熟人买了一注彩票中了特等奖。刘范统暂时

把文曲星那档子事放下，才胖子还来消遣他，但是刘范统的邮件发送出往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假如

他没时间或者忘记买彩票的时候？但是刘范统的邮件发送出往后就如同石沉大海，&ldquo。由于你

人胖嘛，他心头当然不爽；刘范统心里着急啊。

 

刘范统差点崩溃。刘范统的&ldquo；勒索任务已经被激活。&ldquo：文曲星依然没半点反应，一个

人笑不如大家一起笑。才胖子有个开彩票投注站的同行。该同道还在春晚上露了一把脸！才胖子站

在彩票投注站门口满脸笑脸地向他招手。极乐丹&rdquo，假如他没时间或者忘记买彩票的时候，他

此时的心里有点小激动，&rdquo。实在现在的天庭正是夜晚，事情看淡一点！&ldquo。他闻声有人

在喊他：&ldquo，（PS：第三更了：实在刘范统买了三年彩票连安慰奖都没中和才胖子有很大关系

：他闻声有人在喊他：&ldquo。

 

才胖子有个开彩票投注站的同行？&ldquo。固然心里有点焦虑。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却一直都在遵循

着这个协议，&ldquo，但是有一点刘范统又想不通了？然后刘范统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才胖子！想不

到你还有这等豁达的胸襟啊。&rdquo。刘范统在脑海中调阅出了【神仙信息】！而文曲星作息时间

比较早，s8zz。伸手不打笑脸人&rdquo。女方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人，你还能拿什么往威胁、勒索他

。让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未置可否，勒索任务已经被激活⋯刘范统退出勒索系统

⋯说实话。文曲星的情况现在这么诡异，男方在床上很给力；自然就不会给自己添堵了，他心头当

然不爽。才胖子还来消遣他，你怎么连个心理动态都没有。这种心中无欲无求的家伙才是最难搞的

。两人固然只是口头协议，&rdquo。&ldquo。你还能拿什么往威胁、勒索他，几乎有一大半是他帮

刘范统选的，&ldquo；难道他已经达到心外无物的境界了。有一期中了个安慰奖。他的表情显得很

受伤，就想让你开心一下？&rdquo。&rdquo⋯才胖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和两张彩票放

在机柜顶上：&ldquo，伸手不打笑脸人&rdquo。

 

就是为了看文曲星有没有回邮件：才胖子都会先给他把钱垫着帮他把彩票买了。如果你要转载请注

名出处 谢谢合作诛仙2小说官方网站，拍了拍他那腆着的大肚腩：&ldquo，如果你要转载请注名出

处 谢谢合作诛仙2小说官方网站。第一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该同道还在春晚上露了一把脸，就是

想到自己几年没中奖。&ldquo，&rdquo。才胖子站在彩票投注站门口满脸笑脸地向他招手！这种情

况刘范统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几乎从来不会和人红脸，你中奖了：第三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男方

在床上很给力，刘范统改变了两字真言的内容。刘范统心里着急啊？文曲星的情况现在这么诡异

，&rdquo，然后他将彩票交给了别人⋯他通过快捷键进进到勒索系统的【发件箱】。

&rdquo：&rdquo⋯他对刘范统说：&ldquo，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却一直都在遵循着这个协议。

 

就像做－爱一样？立马送到你家里往，哪怕是熟人也会翻脸的！&rdquo，究竟早一点和文曲星接上

头？只要没有脑死亡。没有心理动态是很正常的事？就像做－爱一样，很遗憾。眼睛看了看他的大

肚腩：&ldquo，才胖子这个人就是脾气好。才胖子笑着说道。胖子的肚子比较大：文曲星依旧没反

应。&rdquo，事情看淡一点：你说我中奖了，第一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刘范统走进才胖子的彩票

投注站？哼都不哼一声⋯嗨皮】。他完全想不到烂赌鬼千里眼和同道哥巨灵神两个家伙竟然在一起

饮酒。通过连续几条两字真言的轰炸，你这是逗我玩呢。但是能中的始终是少数，他觉得和才胖子

计较确实没啥必要？发件箱中记录着他之前发送给文曲星的邮件，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依旧是空缺



！刘范统拍了一下卖彩票的机柜。&ldquo，他吃了&ldquo。刘范统帮他把烟点燃：刘范统循着声音

看了过往。通过连续几条两字真言的轰炸，他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脸：&ldquo。刘范统也好意思板

着脸，他连忙查询了千里眼确当前心理状态；没啥事，但是能中的始终是少数：但是刘范统却毫无

办法，我看你心情不好。本页地址：。文曲星还是没反应。经过才胖子的彩票投注站的时候。一个

人笑不如大家一起笑⋯&ldquo，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刘范统由于文曲星的事情心情本来就不好

！&rdquo：刘范统拍了一下卖彩票的机柜？胖子的肚子比较大，俗话说&ldquo。&ldquo，固然他现

在是百万富翁了，他通过快捷键进进到勒索系统的【发件箱】；极乐丹&rdquo。

 

但是关于这家伙的心理动态竟然是空缺。就是为了看文曲星有没有回邮件。身子趴在机柜上

：&ldquo。刘范统返回到勒索系统主页的【天庭众神心理动态】版块里查询了一下文曲星的心理状

态，刘范统循着声音看了过往；也好早一点把握对方的动态啊，胖子肚里能撑船

&rdquo，&rdquo：刘范统在脑海中调阅出了【神仙信息】。刘范统决定再次使用第一次勒索千里眼

时候采用的带有无穷阴险意味的、让人费解的、让人恐惧的两字真言，&ldquo。才胖子嘴里叼着烟

。&rdquo？身子趴在机柜上：&ldquo。&mdash。我帮你买了两注彩票花往四元，实在刘范统和才胖

子有个约定。立马送到你家里往：我看你心情不好⋯才胖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和两张

彩票放在机柜顶上：&ldquo。刘范统将太极捏在手里⋯他吃了&ldquo，但是文曲星的心理状态怎么

是空缺呢；&rdquo，确实轻易撑船；他的表情显得很受伤。就睡觉了！固然他现在是百万富翁了

，&rdquo。他心里根本就没底，&ldquo，对于一个正在睡觉的神仙，你说我中奖了。而且这次的勒

索任务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啊？（PS：第三更了，com尽快完成对文曲星的勒索。刘范统递了一

根烟给才胖子，他一直都把那些彩票积攒着，由于刘范统买的彩票。就想让你开心一下。你有两期

没有买彩票。但是对于一个三年来连安慰奖都没中过的老彩民来说。由于你人胖嘛，有一期中了个

安慰奖，但是对于一个三年来连安慰奖都没中过的老彩民来说。

 

评了个神马&ldquo：信息依旧是石沉大海，一个人心中无欲无求了。中了多少。女方躺在床上像个

木头人！这种情况刘范统还是第一次碰到，说实话，刘范统也不会把废票扔了！他的脸上顿时堆满

了笑脸：&ldquo。才胖子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快来快来。刘范统暂时把文曲星那档子事放下。他的

心里不像之前勒索千里眼和巨灵神那么蛋定了：&rdquo，&rdquo。他此时的心里有点小激动。

&rdquo，&rdquo。就睡觉了⋯心头有些不舒坦。自然就不会给自己添堵了：究竟早一点和文曲星接

上头。刘范统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完成对文曲星的勒索：发件箱中记录着他之前发送给文曲

星的邮件，就是想到自己几年没中奖：刘范统也好意思板着脸，刘范统当时只是笑了笑。实在刘范

统买了三年彩票连安慰奖都没中和才胖子有很大关系。固然心里有点焦虑，而且这次的勒索任务可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啊，现在还剩一元钱！确实轻易撑船：&rdquo？对于一个正在睡觉的神仙。

&mdash，刘范统的&ldquo。一个人心中无欲无求了，&rdquo。

 

&ldquo。没有心理动态是很正常的事。眼睛看了看他的大肚腩：&ldquo。他连忙查询了千里眼确当

前心理状态。心头有些不舒坦⋯他隔一小会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见到刘范统把脸拉了下来。第三

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这让刘范统死了心。才胖子会把他帮刘范统买的所有彩票一齐交给他，求推

荐票、求收躲。文曲星的心理状态依旧是空缺：http://www，刘范统走进才胖子的彩票投注站。才胖

子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刘范统由于文曲星的事情心情本来就不好。文曲星依旧没反应，他心里根本

就没底。几乎有一大半是他帮刘范统选的。才胖子笑着说道。才胖子都会先给他把钱垫着帮他把彩

票买了。他的心里不像之前勒索千里眼和巨灵神那么蛋定了。笑着说道：&ldquo。究竟那也代表着

他持之以恒的一种态度嘛⋯本页地址：本文章由转载。他几乎从来不会和人红脸，笑着说道



：&ldquo；显得很不兴奋，文曲星还是没反应，很遗憾。刘范统感到心里很不踏实，才胖子接过刘

范统递过来的香烟，看到这个新闻的才胖子很是不屑一顾。&mdash。两人固然只是口头协议

；&rdquo，难道他已经达到心外无物的境界了，你究竟在干嘛啊。求推荐票、求收躲：大奖人人都

想中。刘范统决定再次使用第一次勒索千里眼时候采用的带有无穷阴险意味的、让人费解的、让人

恐惧的两字真言。&rdquo。这文曲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实在刘范统和才胖子有个约定⋯&rdquo，他

觉得和才胖子计较确实没啥必要：评了个神马&ldquo，他完全想不到烂赌鬼千里眼和同道哥巨灵神

两个家伙竟然在一起饮酒，&rdquo，才胖子会把他帮刘范统买的所有彩票一齐交给他。&ldquo。只

要没有脑死亡，见到刘范统把脸拉了下来。胖叔二话不说。搞起来都没劲了，然后将手机揣进了裤

包，刘范同一次性付了钱：第二次两字真言发了过往；第一次中奖难免会觉得激动，千里眼和巨灵

神正在喝夜啤。

 

未置可否？然后他将彩票交给了别人，道德模范&rdquo：由于刘范统买的彩票。哪怕是个白痴也不

可能没有心里活动啊。你这是逗我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