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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恐惧症

“温暖”的重逢

习惯性怀疑

没公德心的报复

◎自说自话 “声声”不息

麻辣烫

美貌催眠

◎道听途说
有理有据

据 说

破坏文物或者造谣，痛快选一个吧

◎你说我说 八卦不止

放 话

漫 议

B06

最“节制”的手环

聚会恐惧症又称广场恐

惧症、旷野恐惧症等。是恐惧

症中最常见的一种。多起病

于25岁左右，35岁左右为另

一发病高峰年龄，女性多于

男性。聚会恐惧症也就是对

聚会存在恐惧感，常出现头

晕、恶心，甚至不能自控地迅

速离开，极力回避，给日常生

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习惯性怀疑是由于人与

人之间的诚信危机，安全危

机，生存危机，健康危机等

等，对社会产生恐惧，食品不

安全，骗子太多，医生不可信

等等，因而，面对一切，首先

就是怀疑，因而成了习惯，怀

疑所有人，所有事，人与人之

间缺乏信任感，缺乏安全感。

看到一个大美女，眼神

完全被她的美貌吸引，周围

人说的“自私、坏脾气”等缺

点也都不重要了。好吧，你这

明显就是被“美貌催眠”了。

美貌催眠指因为某人外形实

在出众，以至于他们的另一

半会忽视他们性格中挺严重

的一些缺点，心甘情愿继续

被他们催眠。

最近，博主“千重山”在微博上晒

出两块石头，一块是灰色的石片，另

一块是类似琉璃瓦的黄色石块。他自

称，石片是从圆明园石刻上用手抠下

的，黄色石块则是从故宫九龙壁龙头

上咬下的。该名网友还自爆打算将文

物碎片埋好，作为传家宝传给后人。

微博发出后，网友纷纷对其进行抨

击：“可恶、可恨、可耻”“干出这种事，

还认为很光荣？希望别把这种习惯传

给后代”。之后，迫于压力，博主“千重

山”再次发出微博，称手抠石片、牙咬

龙头是在开玩笑。博主表示自己并没

有触碰文物，此前的微博内容是无心

之过。

@Best-蔡振杰：造谣也要判刑，

不然以后越来越多人也想这样红。让

你嘚瑟！

@走偏了全世界：转发过五百了，

你们看着办！

@晒阳阳的猫咪：忽然想到故宫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有没有

损坏，真的好累啊。

@沛沛小仙女i：也是运气好，万一

只是开个玩笑，结果那九龙壁凑巧真

的缺了一块。

@彼德鲁什卡：至少是个令人恶

心的玩笑。被恶心到了，为什么不能

骂两句？

@忆抹忧蓝：就像在和你朋友聊

天的时候说你杀人了，人家会以为你

开玩笑，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了解

你。而你在公共场合大声说你杀人

了，而旁边刚好有人晕倒，那你觉得

别人会觉得你是开玩笑吗？自己造的

孽，哭瞎了也要扛下去。

如果是好的东西，当然可以引

进来跟大家分享。

——— 最近播出的《天天向上》

中，大张伟PK钱枫的男人帅气对

决环节，被网友质疑全盘抄袭日本

综艺《交给岚吧》中“This is MJ”
的环节，并附上截图。无论从拍摄

手法、服装道具还是台词对白来

看，两者相似度都极高。制片人沈

欣如此回应。

唠叨一句：拜托，抄作业也要

有授权的好吗！

有万达在，上海

迪士尼乐园 2 0年

之内赢不了利。

——— 最近，

王健林蔑视了迪

士尼一把，他表

示，迪士尼只是

一个室外乐园，

但现在已经不是

看米老鼠、唐老

鸭

为之疯狂的年代了，完全是克隆以

前形象，没有创新。

唠叨一句：国民公公就是自

信。

这是工作常态，没什么特别。

——— 34岁的陈磊是安徽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近日，

他和十余位医护人员为一场器官

捐献手术忙碌了一天。走出手术

室，陈磊头晕，便靠墙坐了下来。见

此情况，护士长赶快拿了两袋葡萄

糖为他补充体力。对此，他如

此回应。

唠叨一句：相比于感

动和点赞，更应该反思。

我 家 狗 叫“ 质

质”，灵感来源于儿子

幼儿园的女同学万质

质，我觉得好听拿来用

了！

——— 近日，重庆一

家长廖女士发朋友圈并

附狗照片。万质质的妈妈林女士看

到后很生气，要求廖女士道歉，廖

女士反指责林女士“玻璃心，不爱

狗”。

唠叨一句：直接用自家孩子的

名字给狗起名得了，干吗用别人家

娃的名。

我觉得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

十万条街吧。一百年后大家肯定都

还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

了。

——— 近日，凡客创始人陈年在

一访谈节目上，谈及对诗人穆旦的

敬仰之情时说。

唠叨一句：捧别人的同时踩着

另一个人，不地道！

学校应提高考试试题的难度，

真实反映学生水平，让不知努力的

同学“疼一疼”。

——— 近日，名为“俺在兰州上

大学”的微博账号爆出关于“兰交

大学生不满试题太简单写公开信

上 诉 ”

的

信

息 。

该 微

博 配

图 中 ，

有3名学生

向 兰 州 交 大

校领导反映问题

的信函。写信的学

生认为学校开设的部

分课程结课考试试题类

型单一、难易程度偏向简单化。

唠叨一句：注意！学霸出没！

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

人不得与医生及医院发生任何不

理智的行为。

——— 前阵子，上海一位七旬老

伯进手术室前给家属留了字条。然

后，手术顺利完成，患者出院前再

次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唠叨一句：医患间多些体谅会

更好。任何一种职业都不是完美

的，你不能要求医生只许成功不许

失败。

家长们，你好，你们无法拘束

我们的自由，虽然你们是我们的监

护人，但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

不是你们拿来比较的傀儡。

——— 近日，重庆渝北龙山路新

城丽都小区6个单元大门上，贴出

了“致家长的一封信”。顿时小区上

千户住户炸了锅。

唠叨一句：还是给孩子一点时

间和空间吧。

妈妈，别怕穷，我们家穷得有

志气。

——— 湖北的王秀梅进城打工

10年，与患病的丈夫蜗居在狭小卫

生间。多年来，她同时打4份工：卖

豆浆，做保洁，打杂。每天只睡四五

个小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了一

流大学。她说自己总忘不了大儿子

的这句话。

唠叨一句：只愿她的孩子日后

不忘初心。

1998年，他从一场大火

中救出她；2016年，他看着

她大学毕业。1998年，警员

Getz在救护车还没抵达的时

候，把刚从火场里救出来、

陷入昏迷的小女孩Aponte
一路狂飙送到了医院，途中

还一直给她做心肺复苏。两

人后来失去联系后，两年前

又在Facebook上相认。如今

23岁的Aponte大学毕业了，

邀请了Getz来到毕业典礼上

见证这一刻。

@不吃萝卜的野生鱼：

有爱就有未来。

@上面的空气不太好ai：

现在所做的，将改变自己或

其他人的未来。为好人点

赞。

@日子过：拯救生命，见

证成长，看过了太多的人情

冷暖，这种新闻让人感动。

跪写“丈母娘就是娘”，这女婿太拼了
近日，在成都街头，一男子举出

招募5000位伴郎，需跪着写100遍“丈

母娘就是娘”的海报。该男子称，他曾

是标准剩男，2月份领证，他计划将婚

礼申请为万人吉尼斯婚礼。跪着写字

是希望报名的伴郎们以后一定要孝

敬丈母娘。这名名叫王江的男子说，

“从30岁开始父母就催促我结婚，催

了整整8年，找到爱人不易，但是月有

阴晴圆缺，还有很多剩男剩女还折磨

着父母，所以想邀请5000位伴郎一起

来参加婚礼。”王江说，寻5000位伴郎

还可以和另外的5000位伴娘相识，希

望通过他的婚礼而结缘。据王江介

绍，目前报名参加万人吉尼斯婚礼的

已经有600多人。

@小饭团同学：尊敬不是形式，不

是做样子，有心有行动就行。考虑过

把你养大的妈妈的感受吗？你是她的

宝贝，却为别人的妈妈而跪。

@今暄雅无垠：如果爱情如此让

人尊严丧尽，还有何美好可言？关键

是你可以靠一时不要脸结这个婚，你

能一辈子不要脸地活下去吗？

@逝夕之夏：敢不把老丈人放在

眼里，你进不了门了。

@人鬼道：心可表，重在行。

南京一女子骑电动车

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得知

要被罚 5 0元后，该女子不

满，说先去单位打卡再回来

接受处罚。女子回来时，给

交警一袋一毛硬币称是罚

款，交警只好蹲在地上清

点，共350枚一毛硬币，加3
张5元纸币。

@二话卜说：当被车撞

出去的一瞬间，她会明白自

己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

@琰毓女侠：我要是交

警的话我直接就说钱不够，

让她自己点一遍。

@游呀游：这种没公德

心又不尊重人的人，不教育

真是不行。

大妈们
再次引领新风潮

广场舞是中国特色，但

六个城市的几万名大妈们同

时跳起广场舞，那场面和气

势恐怕很少有人见过。近日，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

安、沈阳的31697名大妈及各

个年龄层次的广场舞爱好者

们跟着《倍儿爽》的音乐节

奏，在六个城市的标志性广

场同时翩翩起舞，成功创造

了最大规模排舞(多场地)吉
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据主办

方介绍，各地报名窗口开放

不久后，便收到几万份报名

申请，最后经过层层选拔的3
万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参与了

当日的挑战。

@KkKk_LU：年轻人也许

觉得无聊，但这却是老年人

的乐趣。

@Smile张娇：造成多少市

民困扰？社会资源不是这样

用的。

@郝爱妮女王大人：叔叔

阿姨们开心就好。广场舞治

百病！

@一棵白白的小草：挺好

的。不要老是指责大妈们，多

为她们考虑，里面以后也有

自己的长辈，还会有你我。

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

无法控制自己疯狂的购物

习惯，再次检查账户余额时

就可能会被吓到目瞪口呆。

为了防止人们无节制的疯

狂购物，英国公司Intelligent
Environments近日发明了一

种“电腕带”Pavlok：它与银

行账户相连，当用户账户余

额低于特定阈值时，就可以

发送255伏电击，阻止用户

“买买买”。 I n t e l l i g e n t

Environments公司首席执行

官戴维·韦伯(David Web-
ber)说：“人们实际上很关注

财务状况的变化，但是在购

买欲面前，却没有足够的意

志力，并非人人都能克制

自己。”

@宗网意意：剁手党表

示，这种东西非常需要，可

是我连买手环的钱都没有！

马云表示：这种反人类的东

西必须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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