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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04快拍成都 快，抓住瞬间的精彩

不亦乐乎 一闪而过的智慧 长久留驻的快乐

WEEKEND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我和你爸爸谁说的对我和你爸爸谁说的对？”？”
55岁的女儿想了想岁的女儿想了想，，说说：“：“我不管闲事我不管闲事。”。”

怎么回答

同事带她5岁的女儿来单位玩，小家
伙萌萌的很可爱。我拿了个袋装的鸡腿
给她，她妈妈问她：“别人给你东西应该
怎么说啊？”小家伙想了想说：“再给我一
个好吗？”

谦虚错了
一天，朋友到家里做客，一进门就夸

我女儿漂亮，我客气地说没有啦，女儿不
高兴了，华丽丽地回了句：“又没夸你，你
谦虚啥！”

拿去应急
正翻箱倒柜找身份证呢，儿子放学

回家，看见一地狼藉，呆住了，良久从书
包里摸出本书，从书页里抽出张二十块
的纸币，一脸同情地递给我：“爸，我就这
么多了，你先应应急吧……”

干掉坏蛋
三岁的儿子在沙发上拿着平板看动

画片，突然，他把声音一下关完了。我问
他为啥要把声音关完？他狠狠地说，“这
是个坏蛋，我要闷死他！”

如何交代
送儿子上幼儿园，有点晚了，爷俩一

路跑进地铁站。眼看车门马上就要关闭，
儿子蹭地一下钻了进去，我没进得去，心
急如焚地坐下班车到达学校那站，一下
车，就看到儿子鼻子吹着泡泡地跑过来
了：“爸爸，你下次跟紧了，不然丢了我咋
跟妈妈交代？”

感动惨了

儿子四岁了，我和他同时感冒，输液
时，由于血管细，护士扎了3次才给儿子
扎上，他的眼泪一直在打转转，但愣是没
有哭出来。轮到我了，儿子一看护士要给
我扎针，哇的一声就哭了：“不要给我爸
爸打针，疼，呜哇，疼死了！”

站哪一边
叔叔：“爸爸和妈妈谁对你好啊？”
宝宝：“他们对我都很好！”
叔叔：“那如果爸爸和妈妈吵架，你

会站在哪一边啊？”
宝宝：“我站旁边。”

很快闭嘴
每天晚上我都会轻声唱歌哄女儿入

睡，女儿每次都能很快睡着。一次小外甥
来我家住，晚上睡觉前，我无意听到女儿
对小外甥说：“只要咱们假装睡着了，我
妈就会很快闭嘴的……”

上门提货
姐夫去外地出差，大姐带着外甥回家

住。老妈整天在家喊大姐“小棉袄”，住了
几天，姐夫回来接这娘俩，外甥去开门，老
妈问他谁来啦？外甥：“取你棉袄的！”

地位不保
女儿把她老爸刚买的东西拆了玩，

老公气极了又不舍得骂她，便吓唬她说：
“叫你妈揍你一顿。”我配合的板着脸向
女儿走去，女儿紧张兮兮地说：“妈妈你
这么听话，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对不起你

有回和我妈一起去
理发，理发师用假发帮我
试了好几个发型，我妈在
旁边看了一会儿说：“你
这脸再怎么换发型也没
用，是妈对不起你……”

快快长大
小侄子刚刚满 4 个

月，喂饭的时候老是乱
动，动不动就哭。姐姐咬
牙切齿地说：“快长大吧！
再长大点就可以放心地
揍你了！”

都给狗吃
昨晚，老妈给老爸买

了他爱吃的酱牛肉下酒，
结果晚饭的时候，俩人拌
了几句嘴，老妈一把把酱
牛肉的盘子端走：“我就
是给狗吃也不给你吃！”
说完把盘子放到我跟前：

“你都吃了吧！”

猜我帮谁
6 岁的女儿淘气了，

见我要打她，赶紧跑到她
爷爷身后，求爷爷支援。
谁知我老爸淡淡地对我
女儿说：“我和你爸三十
多年的交情了，你才六
年，你说我帮谁？”

多不着调

今天闲来无事给女
儿说：“你小时候打吊瓶
挺省事啊，从来不哭不闹
的。”女儿回了一句：“因
为只有在我打针的时候，
你才不会抢我零食吃。”
我得是个多么不着调的
妈啊！

自动浮起
我小的时候有些胖，

一次跟父母去海边玩，我
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挣扎
了很多下好不容易浮出
海面，睁眼看见老妈在边
上笑得花枝招展，还说，

“哎呀，这孩子居然能自
己浮上来！”

要多少钱
儿子问：“爸爸 ，结

婚需要多少钱？”爸爸想
了想，皱着眉头答道：“我
也不知道，至今还在交钱
呢……”

怎么解释
刚才收拾好准备出

去见女朋友，我妈说你等
等，我问她干嘛？我妈拿
着香水在我身上喷了两
下，来了句：“看你怎么和
你女朋友解释。”

家家//

有有//

父父//

母母

童童//

言言//

无无//

忌忌

随口一说

每次我姐问我她做的菜怎么样，我都
会随口说一句：“嗯，不错，熟了。”直到昨天
晚上同样的情景再现以后，我姐差点没把
我打死：“这是我拌的凉菜好吗！”

感觉如何
奶奶生日，我和我姐给她表演了个节

目，姐唱 Rap，我跳街舞。完事之后我们一
脸期待地问奶奶感觉如何？奶奶笑了笑说：

“你们是在表演唐僧给猴子念紧箍咒么？”

视若珍宝
小时候，我哥总是骗我的零花钱！有一

次他问我想不想要小贝壳？我给了他 5 块
钱，晚上他真给我带了一堆小贝壳，我视若
珍宝，直到认识了开心果！那小贝壳是我哥
花5块钱买开心果嗑完了的果壳……

一模一样
街头一对双胞胎姐妹正在掐架，亲姐妹

能有什么仇什么怨呀？直到其中一人骂道：
“谁让你也整成这样的？”

得不偿失
记得小时候发烧，老妈给我弄了一桌好

吃的，当时没有胃口吃不下，便宜了我弟弟。
后来病好了，心有不甘嘴又馋，故意淋水受
冻又发烧了。老妈又给我弄了一桌好吃的，
还是没有胃口吃不下，又便宜了我弟弟。

依然没变
小时候，弟弟总问妈妈，为啥他是弟弟

而不是哥哥？妈妈说：因为你姐跑得快，提
前两年跑来咱家。从那以后，弟弟每天都练
习跑步。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是姐
姐，嘿嘿！

感人肺腑
我听过最感人的话，是小我很多岁的

弟弟对我说的：“姐，我要好好学习，以后挣
钱给你整容……”

兄兄//

弟弟//

姐姐//

妹妹

在成都一些大型商场、郊区的主
题乐园，常常能看到霸王龙、梁龙、甲
龙等仿真恐龙的身影，虽然恐龙已经
灭绝了数千万年，让恐龙“复生”只是
电影中才有的情节，但仿真恐龙却多
少把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生活
中。在“恐龙之乡”自贡，就有不少恐
龙“生产线”，这里出产的仿真恐龙远
销海外，最贵的一条40米长的霸王
龙，卖了16万美金。

日前，我们走进了这里的一家研
发生产电动仿真恐龙的企业，看一看
恐龙是如何“出生”的。

走进厂房，这里排满了各类正在
制作的仿真恐龙，有20多米长的海王
龙，有眼露凶光的霸王龙，有身披铠
甲的甲龙……上百位工人按照不同
的分工正在对这些仿真机械恐龙进
行制造打磨。一只成品的仿真恐龙要
呈现在大家面前，需要经过10个工
序，从3D设计、框架制造、建模、塑
形、烙纹、上底色、喷色、包装、运输，
最后到现场安装。

43岁的叶智勇师傅主要负责
仿真恐龙的塑形环节，也就是用专
业的刀具切割塑造出恐龙的肌肉
线条和外形。他从1995年开始从事
仿真恐龙的专业塑形工作，一做就
是22年。因为刀功精准，塑形逼真，
他被同事们称为“第一刀”。叶师傅
告诉记者：“切割的每一刀都要稳，
如果切多了，那块海绵就报废了。
塑形过程是按照客户提供的图纸
和恐龙博物馆收集的资料进行。一
只20米长的仿真恐龙最少需要三
天才能完成塑形工作。”

据介绍，自贡是目前全球最大
规模制造仿真恐龙的中心，这里有
大小专业制作企业200多家，从业人
员超过5000人。制造的仿真恐龙主
要用于博物馆、科技馆等展出，同时
也出口到国外的许多大型恐龙展览
上进行展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影报道

工人正在为仿真恐龙制作皮肤

工人正在用玻璃钢制作恐龙骨骼

工人正在制作仿真恐龙钢架

工人正在为仿真恐龙上色

技术人员正在测试可穿戴的恐龙皮套

工厂里正在制作的仿真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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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声明·公告
●成华区福江茶叶店5100154320�
第04211919发票遗失

●遗失公告：成都市武侯科技园
小学原法人周航法人章，编号：
5101079995843遗失。
●成都顺富招待所，地税税务
登记证（川税蓉字510105765

353609）副本遗失作废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酒店转让18780124367

餐馆转让

●230平旺餐转让13730674936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走进“恐龙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