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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新意
最潮最热

热 词

◎你说我说 八卦不止

谁在你朋友圈“跑步”
计步器都绑狗腿上了，到底是爱跑步还是爱晒

漫 议

鞋自拍

麻辣烫26

放 话 ◎自说自话 “声声”不息

◎善恶美丑 世间百态辣 侃

最 祸害孩子的父母

无厘头的测试最

坑爷爷的孙子最

据媒体报道，美国航空摄影
公司FlyNYON为摄影爱好者们
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登上直升
机，在数千米的高空将腿伸出机
舱外进行“鞋自拍”。“鞋自拍”现
已成为时尚潮流，和鞋一起上镜
的有帝国大厦、中央公园、时代广
场、自由塔等地标性建筑。鞋自拍
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大家都希
望自己出现在与众不同的照片
里。另外，航空拍摄是在数千米的
高空进行的，不仅城市景色一览
无余，而且背景基本都是不可取
代的地标性建筑。

好友缺失症

好友缺失症是指这样一些现
象：每天日程排得很满，聚会不
断，可总觉得没有几个真正可以
说话的朋友。现代社会，通讯录上
的名字一长串，可真想打电话聊
聊天的时候却发现没几个人能
打。这就是很多人面临的“好友缺
失症”。这种现象属于严重的社交
营养不良，就好像你跟人天南海
北聊了一天，仍然渴望有人跟你
说说话。

空洞礼物

“空洞礼物”指不代表心意或
创意的礼物，通常是以购物卡或
者现金的形式送出。送出这一类
礼物的人多半是不清楚收礼物人
的喜好，所以就干脆让他们“想买
什么就买点什么”。礼物是人与人
之间传递最真诚的情感的媒介，
它只是情感的附属品。没有温暖
的手的传递，没有灿烂的笑脸的
交流，这样的礼物只是空洞，毫无
意义。

解 析

电脑死机了

为什么会忍不住扇它

你正在进行PS图形创作，几
乎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电脑忽
然坏了，所有文件都没有保存。我
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大概
接下来反应也十分雷同：我们会
嘴里骂上几句话，然后摇摇自己
的笔记本电脑，敲敲毫无反应的
打印机，或是直接往电视机上踹
一脚。对吧？上面这几个动作大家
应该都做过吧，但是，我们为什么
会这么做呢？人们把自己的愤怒
发泄在机器上，因为机器是“安全
的”。什么意思？当你打机器，机器
并不会回击你或伤害你。

愤怒其实是一种向下转移
“安全目标”的倾向，这么说可能
有些难以理解，举个例子吧，如果
我在工作中非常讨厌老板，但是
又不能对老板发泄自己的愤怒，
因为老板是一个“不安全的目
标”，当你冲他发泄自己的愤怒之
后，他可能会回击得更加猛烈。因
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敲打一下自
己的电脑或是汽车了。

我们敲打机器其实还有一个
原因，那就是人们没有合理的替
代选择。我们不能让它们告诉我
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而
且，我们也不能劝诱或说服机器
让它做自己做不了的工作。

起来了，你不要装了，我都救你
好几次了……

——— 近日，四川成都，一男子倒
在一辆轿车旁，不停抽搐，车主在人
群中连连解释，“根本没撞到他。”急
救医生赶来，看到老人，如此说。

唠叨一句：老演员碰上了老观
众！

不能比我大三岁，不能比我小五
岁。

——— 最近，宁泽涛在接受专访
时再次透露了自己的择偶标准：“不
能比我大三岁，不能比我小五岁。不
过目前考虑这些问题还太早了。”宁
泽涛还表示自己“绝不会进入娱乐
圈”。

唠叨一句：90前和98后的妹子们
都散了吧！

面条题大妈都会做，在日常观察
和科学判断都能找到答案。

——— 近日，浙大竺可桢学院选拔
考试题考蒙了不少学霸：“湿面条和
干面条，哪种需要煮的时间更长？”学
院副院长如此回应。

唠叨一句：精通各种方便面的煮
法，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然而还是进
不了浙大。

报警的人是我前男友又不是我，

你们撬坏我家锁就得赔钱。
——— 重庆一名女子为了让前男

友来见自己，在网上扬言要“自杀”。
警方接到报警后撬锁救人，发现该女
子安然无恙坐在床上玩手机，还大声
质问民警：“你们开我房门干啥？”更
可笑的是，女子竟然要求民警赔偿
200块换锁的费用。

唠叨一句：前男友迷途知返，干
得漂亮！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 近日，小说《盗墓笔记》作者

南派三叔应十年之约，更新微博奉上
大结局。南派三叔更新完最后一章，
表示了对大家的感谢。

唠叨一句：所有真相都比不过主
角重逢。

某毯星的NC粉们给我听着：有
种就当面来骂我!

——— 近日，金星在节目中谈到范
冰冰，称她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代表
作，整天只会“牛震”、“马震”，到时候
别人提起范冰冰就只有广告和金锁
了，很可惜。随后，有粉丝为范冰冰鸣
不平，怒骂金星。对此，金星在微博愤
怒回应。

唠叨一句：金姐好犀利！

明星卸妆就是那个样，七八年前

的戏服也都差不多，跟制作者水平根
本没关系！

——— 近日，一组关于四川华蓥山
中外名人蜡像馆的照片在网络上蹿
红。照片上的明星个个衣着老土，造
型奇葩。北京蜡像馆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批蜡像本来就是一个红色旅游
项目的附加作品，而且是七八年前按
照照片制作的。

唠叨一句：还知道明星卸妆后长
啥样，真不是一般人。

不需要特别的布置，只需要老公
对就行了。

——— 最近，杨颖、倪妮等现身北
京某发布会。杨颖以准新娘的身份畅
聊“待嫁”心情。

唠叨一句：花样秀恩爱。

最近，网友“逆水寒天”在网上
说：“臭小子放学回家跟奶奶告状，
说爷爷有外遇，害得老两口大吵一
架。其实是为了要零花钱，真要好
好教训他一顿。”原来，这位网友姓
余，他儿子那天从培训机构放学，
一回家就跟奶奶告状：“爷爷有外
遇，跟别的女人搂在一起，不要奶
奶了。”奶奶听完后大惊，和余爷爷
大吵了一架。原来，余爷爷前晚打
太极时，刚好碰到邻居孙阿姨，孙
阿姨的舞伴还没来，就要他充当一

下舞伴。两个人跳舞的一幕，正好
被孙子看到了。“为什么要胡说八
道？”在余先生的追问下，儿子终于
道出实情。原来儿子白天找爷爷要
零花钱没给，才找机会故意“黑”了
爷爷一把，“我就是觉得好玩，逗爷
爷一下，再也不敢了。”

@淋漓尽致1988：有什么样的
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家长们也
该反思一下了。

@小呆望小呆：这么小就知道
“外遇”，现在的孩子好早熟。

最近，在南京飞往广州的航班
上，空姐去客舱点人数，发现两名
家长带着孩子在后舱内大便。当
时，舱内的两个洗手间都没人使
用，空姐问家长为什么不去洗手
间，对方回应：“厕所太小了，3个人
挤不进去，后面又大又宽敞！”最让
人无语的是，当妈的还跟孩子说，
宝宝不急慢慢拉，还没起飞呢。

@RedSea_Frank：真是不知道
怎么想的，我家猫还知道在猫砂盆

里拉尿呢，咋这么没有“人性”呢？
@大雨来 l ing：欠抽！最近一路

旅行所到之处见到许多小孩子无
法无天地闹，家长坐视不管，小孩
不懂大人也不懂吗？在你家可以，
在公共场所起码的公共秩序要遵
守。家长这么干不是心疼孩子，而
是祸害孩子。

@五道口干二内辰：挤不进
去？他们家孩子的腰围是三尺八还
是四尺二啊！

时下，一条标题为《你以为男
人都爱你？》的帖子流传甚广。它的
大致意思是，如果你想确认你的丈
夫或男友是否真的爱你，可以用删
除他的游戏等方式来考验他。帖子
说，这种“试情石”的测试结果精准
无比。最近，在由南昌开往北京的
T146次列车上，一女子为了考验
男友就如法炮制，结果两人扭打了

起来。列车长及时赶到，经过耐心
撮合，情侣才和好如初。

@太阳也是星星：那男的该如
何测试女的真心呢？把她的所有化
妆品扔出窗外，并说“你本来就很
美！”

@没工夫的小熊：永远不要去
试探人性，只是每个人的掩盖程度
不同。

好赚的片酬最
韩国女演员金泰熙，在新剧

《龙八夷》中饰演陷入沉睡的女主
角，目前该剧已播4集，她几乎都在
病床上沉睡，每集片酬约合21万元
人民币。

@煮菠小丹尼：问问那个电视
剧，招不招男病人？

@林 l in菁菁：其实她也想说台

词只不过编剧不让他说。
@伊溪云：脑残粉的最高境界

就是我们家女神即使整部电视剧
都睡着，也愿意看。

@fun来了：相信我，躺在床上
睡觉真的是一件考验演技的事，我
每天早上想赖床的时候，都会被妈
妈识破我在装睡。

你发现了吗？爱跑步的人
越来越多了，哦不，确切地说，
是朋友圈里爱晒跑步的人越来
越多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朋
友圈迅速被各种晒跑步的消息
强势占领。仿佛只要是两条腿
的人，都跟风跑起步来。

有时候傻傻分不清，这些
身边突然间“爱好”起跑步的
人，到底是真的爱跑步，还是
爱在朋友圈里晒，喜欢有人点
赞评论呢？

比如江苏一位从事行政
工作的赵女士，每天对着电脑
几乎不动，为了拼过朋友圈里
晒步数的对手，她把和手机绑
定的计步器绑在了狗腿上，轻
轻松松日超两万步，不费吹灰
之力占据朋友圈榜首。已经分
不清，你这到底算是有上进
心，还是爱慕虚荣。总觉得，这
样的“跑步”似乎变了味。

@魏妮妮的小世界：这就
是我为啥死活不加入的原因。
朋友圈原本该是个与朋友分
享快乐忧伤的地方。现在都被
圈子绑架了，不转发广告就不

是朋友，互相排挤，搞小团体。
朋友圈健身又开始抢第一，这
么活着简直太累。

@吟着风StandAlone：你
绑在电风扇上吧。

@guyushengybsd：强迫症
表示好想把那些每天跑两万
步以上的人拉黑。昨天为了排
进前五，跑步完了还走去下个
街区买了瓶水，容易吗我？

@小m_沫晗er：刚开始很
在乎那些数字，但只有几天。
之后出门运动就不再带手机
了，数字只是一时的骄傲，但
健康确实是一辈子的骄傲。

@喜欢四毛：这种毫无意
义的虚荣，到底是图什么？

@sven草：白痴的事情源
于白痴的攀比。

@奥黛丽黑黑本：我已经
健身了一个月，就等着练出马
甲线炸瞎朋友们的眼。

@天堂羽 _小赖：这样的
奇葩毕竟是少数，不管炫耀、
晒，还是装，微信排行榜多少
让一些很少运动的人动起来
了，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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