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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幅图中共有 5 处不同，你都找到了吗？

尴尬一刻
周日早上，老婆去理发店烫了个发，看上
去好像一下子老了 10 岁。 但这种话我是不会
说出口的。
下午，我和老婆正在逛街，丈母娘来电话
了，我接听，老婆把耳朵贴了过来。 丈母娘冷冷
地说：“我刚在公交车上看到你们了。 ”我忙讨
好道：
“噢，这么巧啊。 ”
丈母娘怒吼：
“
少废话！ 我女儿哪里配不上
你了？ 你旁边那个老女人是谁？ 你是不是被富
婆包养了……”
“
妈，你说啥呢！ ”老婆嚷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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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1、爬行纲避役科动物的别称。 2、孙中
山先生的陵寝，位于南京市玄武区。 3、汤晓丹执
导，孙道临、李玲君主演的战争片。 4、唇形科一年
生草本植物，具有特异芳香，别名桂荏。 5、米、麦、
高粱等酿酒后剩余的残渣。 6、非洲西南端非常著
名的岬角。7、明末凌濛初拟话本。 8、电影导演、编

剧、制片人。 执导《我们的田野》《日出》《本命年》。
9、以客家语为母语的一个汉族民系，是广东、福
建、江西、台湾等省的本地人之一。 10、俄国作家
果戈理创作的长篇小说。 11、一种杂交品种宠物
猫。 头呈楔形，眼大而圆，被毛丰厚，性格温和。
12、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 13、
明朝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
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集。
纵向：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
一句，下句为胡琴琵琶与羌笛。 二、由安建执导，
黄志忠、 左小青、 宋春丽及童瑶主演的电视剧。
三、黄河上的著名渡口，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
县。 四、由潘嘉德执导，陶大宇、郭可盈、梁荣忠、
古天乐、宣萱、陈锦鸿等主演的系列刑侦电视剧。
五、东汉末年历史人物，以勇武闻名，号称“飞
将”。 六、在整数中，能被 2 整除的数。 七、奥地利
作家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 八、张一白执导，刘
嘉玲、胡军、廖凡、小宋佳主演的影片。 九、紫药水
的另一种称谓。 十、南北朝时期诗人、文学家、旅
行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 十一、一
种化学原料， 名为无水碳酸钠。 十二、 越南首
都。
（答案见下期）

上期（2019 年 3 月 8 日第 10 期）填字游戏答案
横向：1、黄金分割线；2、推敲；3、王洛勇；4、代乐乐；5、虚数；6、高低杠；7、梯队；8、气田；9、
过去完成时；10、渴望；11、炎热；12、子虚乌有；13、多乐美地；14、鲤鱼跳龙门。
纵向：一、花王；二、气管炎；三、梯田；四、热带鱼；五、金州勇士队；六、望子成龙；七、线性代
数；八、完美有多美；九、乐高；十、类推；十一、美眉；十二、敲竹杠；十三、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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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给我来条鱼。 ”我在鱼市一摊位前指
着盆里的大鲢鱼说。 老板迅速抓起一条放进袋
子里就称。
“你把水倒倒再称，我买鱼又不是买水！ ”
我忙伸手阻拦。
“
你娶个媳妇娘家还不搭点嫁妆啊！ ”老板
据理力争。

私房钱
我在家里打扫卫生时翻出了老公的私房
钱，可我不好意思直接给他没收了，便把手上
戴着的手链褪下来，放进了他的私房钱里……
然后， 我跑去跟老公说手链找不到了，让
他帮忙找找。
没多久，老公满脸沮丧，拿着我的手链和
他的私房钱来找我：“老婆， 你的手链找到了，
你看看这个钱是不是你一起掉的？ ”

忘了
我刚吃完晚饭，老爸突然打来电话着急地
问：
“你没事吧？ ”
我说：“
我挺好啊！ 怎么了？ ”
老爸说：“我收到一条短信说你被绑架了，
要我三天之内打给他 20 万，要不然就撕票！ ”
我忙安慰老爸：“你别着急， 我挺好的，那
是个骗子！ 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 ”
他迟疑了一下说：“上个月的，后来一忙起
来，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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