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媒热议 ＠现代快报【校
长，我赢了】近日，

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的直播中，一名名叫
罗梓豪的毕业生在校长伸出手想与他握手
时，突然出了“剪刀”，全场沸腾！ 这张视频
截图被不少网友转发，成为今年全国最火
的毕业典礼图。 他对这个瞬间解读说：“致
那些年的青春。 ”而网友们在围观这个瞬
间的同时，都纷纷提醒校长，说：“校长，明
年记得出锤子哟！ ”

＠青岛晚报【男子戴 30 元劣质墨镜 误
把红灯看成黄灯】“我是真让这副墨镜给坑
了，买墨镜花了 30 块钱，闯红灯的罚款倒是
其次，关键是给我扣了 6分。 近日，市民林先
生因为嫌开车时阳光刺眼影响视线，在夜市
购买了一副黄褐色的墨镜，没想到行车时竟
然将前方的红灯看成了黄灯，闯过路口之后
被交警拦下……经过工商部门调查发现，林
先生购买的墨镜是劣质产品，墨镜非但不能
抵挡紫外线，反而对眼镜有一定的伤害。

＠ 燕赵都市报【手机坠落粪坑急于捞

寻 一家三口中毒妻女身亡】6 月 16 日，河
北邯郸农民陈海兵的女儿手机不慎跌入厕
所粪坑， 因着急捞手机， 她被粪坑中的甲
烷等有毒气体毒倒， 应声而来的母亲和父
亲也没有幸免， 纷纷中毒倒在粪坑中，经
村民抢救， 陈海兵生还， 但他妻子和女儿
却再没醒过来……

＠市场星报【宅男被褥两年不晒 遇火
灾竟烧不透】日前，合肥一民居发生火灾。 失
火房间被熏得漆黑,满地都是乱扔的烟头。赶
来救援的邻居将大火扑灭后,惊奇地发现,被
子竟一点也没烧透!原来，失火的房子是一宅
男租住，两年来几乎没晒过被褥,布衾多月未
洗结成块。 宅王，你该找个老婆了！

＠ 南都【广东佛山一高考状元：苦学只
为泡妞】佛山吴海灏以 663 分夺得禅城区理
科状元。 班主任称，吴海灏刚入学那会儿，成
绩在全年级只排 100 多名。 吴海灏笑着说
“其实我高一开始暗恋一个成绩好的女生，
为了追上她，便下猛功夫学习”，为此放弃了
午睡，有时来不及吃饭就啃一个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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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充电器坏了， 只好重新买一个。 营
业员拿出一款淡绿色的万能充，很自豪地介
绍：“这是一款会唱歌的充电器，其他店绝对
买不到。 ”充电器能唱歌？ 这确实闻所未闻，
我喜滋滋地买下来，决定也赶一回时髦。

买完后直接去上班，正好手机没电，拿
出充电器往电源上一插， 愉悦的歌声立即
在办公室飘荡， 同事们纷纷侧目， 有人惊
呼，有人赞叹，还有人讨问哪里有卖。 刚得
意了两分钟，领导走进办公室，大声训斥：

“上班时间放歌，谁干的？ 罚款五十！ ”我拔
下插头费力解释，好说歹说，最终，领导不
满地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直遵规守纪，想
不到这么不靠谱，罚款就免了，以后不许在
办公室充电！ ”

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
形象，就因为一次充电事故，被领导全盘否
决了。 看来，办公室拒绝新潮玩意，罢了，俺
拿回家用。

回到家，充电器的歌声响起来，妻子和
女儿一起围观， 我的虚荣心得到空前满足。
可是，十分钟后，妻子开始抱怨了：“这么没
完没了地唱，我怎么看电视啊？”女儿也噘起
了小嘴：“这么吵，我怎么做作业啊！ ”

在妻女的齐声声讨下， 我只好悻悻地
拔下插头。 对了，找小区门卫，那里地广人
稀，应该没人嫌。 听说来意后，门卫倒是二
话不说点头同意。 充了不到五分钟， 他却
捂起耳朵，小声央求：“大哥，您还是拿到
别处充吧，不是我舍不得电费，耳朵实在受

不了！ ”
万般无奈下，我在门卫室找到一个插板，

牵到马路边，在那里充。 这是公共场所，俺又
不摆小摊，城管同志也没理由赶俺走啊。

为了防止有人顺手牵羊拿走充电器，我
干脆在花坛上坐下来，耐心等待。

不多久， 一男一女走到我面前， 停了脚
步，万分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女人从钱
袋里拿出几枚硬币，丢到我脚边。

我瞠目结舌，不知道他俩什么意思，张嘴
想问，俩人已经往小区里走了，女的一边走一
边小声说：“他就住在咱一个小区， 没想到居
然沦落到在街头卖唱。 卖唱还穿得西装革履，
难怪除了我们没别人给钱！ ”

天啊，居然有人把我当成了乞丐！

新潮充电器
□ 闫莹莹 护林员老姜带新来的小吴巡山。

远见一人，小吴欲上前盘问，被老姜
按住。 一声枪响，雉鸡应声而落……
人赃并获，罚款五百。 回来的路上老
姜说：“时机必须掌握好，早了，人家
没开枪，我们奈何不得；只有这时候，
领导那有交待，我们也有了下酒菜。 ”
老姜拍拍口袋又扬扬手中的雉鸡，

“慢慢学吧！ ”（@jlsclxlhw）

老谋深算

人生境界的四个阶段从低到高分别是：聪明、智慧、天才、简单。
———巴菲特说：“聪明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智慧则是通过历练和感悟才能获得的，天才是

与生俱来的本能发挥，简单则是符合并顺应自然规律的状态。 ”

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己相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
天”。 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

———林语堂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
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柴静赴清华演讲，有学生问：“柴静，你幸福吗？ ”她引用胡适的话来回答。

钞票上藏着国家密码：美国重创造，日本重教育，俄罗斯重武力。
———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最大面额钞票（100 美元、1 万日元、5000 卢布）上的人物头像

分别是 18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渝吉、强迫清
政府签订《瑷珲条约》的穆沙维约夫，有人如此解读。

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这所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
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 怎么做到的？ 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 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
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
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 ”

———周国平

病房里，他给要求安乐死的母亲
跪下，再三劝慰。忽然外面传来惊天动
地的哭声，原来隔壁的病人死了，家人
痛不欲生。 他乘机对母亲说：“难道您
也要让我们这么悲痛？ ”母亲默然不
语。就这样，母亲又坚持了半年多才撒
手人寰， 临终时她贴着他的耳边道：

“孩子， 只要你宽心， 妈吃点苦没什
么！ ”（@文坛初学者）

母亲的坚持

阿力被老婆管得紧，整日郁郁寡
欢，借酒浇愁。 朋友大东给他出主意：

“你老婆那么凶，真奇怪你是怎么忍受
过来的，这样吧，我带你去健身房，你
把沙袋想象成你老婆，然后狠狠地发
泄，我晚上过来……”晚上，大东到了
健身房，教练问道：“你那朋友没事吧，
他对着沙袋都跪了一下午了……”

（@流沙 _握的太紧：）

怕老婆

王秘书经常把看到的笑话段子
讲给局长听， 局长听完哈哈大笑，夸
他风趣幽默。 后来，局长外出时，王秘
书就把好听的笑话用短信发给他，局
长归来总是拍着王秘书的肩膀说：

“你发的笑话实在太逗了！ ”可这天局
长回来， 却火冒三丈地训斥王秘书：

“谁让你发笑话的？ 我当时正在视察
灾区！ ”（@杨信社）

意外事件

昨晚加完班出来打车，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有个司机肯载我这个路程不到三公
里的。上车后司机师傅就开始跟我传授经验，“老被拒载吧？以后搞个小拉杆箱装电脑，就
你这打扮，往路边一站，车都抢着停，一看就是上机场。 上车一问，是到团结湖，哭吧！ ”师
傅您真是卖得一手好队友，业界良心！

业界良心

一个姑娘网购了一只箱子，送过来后发现颜色错了，就上网找店主：“店家，颜色发错了。 ”
店主回复：“不会啊，怎么错了？ ”
姑娘说：“我要的是天空蓝，你给我寄了个灰白色的。 ”
店主发过来一个无奈的表情符号，说：“我们这儿……天空蓝就这颜色。 ”

天空蓝

周末去姐姐家玩，在厨房里发现一个塑料碟子里放了一点米，显然是给宠物吃的。 可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家里有什么宠物。 正迷惑时，姐姐走进来笑着说：“你姐夫出差了，家里
有老鼠，我不敢捉，怕它乱咬东西，就先养着再说。 ”

聪明的姐姐

我老爸很怕我妈。 今天老爸和老妈坐在门
口拌嘴。 老爸说：“我会修理车、会修理家电，你
会吗？ ”老妈坐着很淡定地说：“我是不会修，但
我会修理你！ ”然后老爸就在那里搓手指。

谁厉害

朋友考上了某理工类大学， 某天跟我打电
话说他们一个系一百多人，只有两个女生。我表
示很羡慕，说：“那你岂不是幸福死了？ ”朋友叹
了一口气说：“确实只有我们两个女生， 可我居
然还不是系花……”

不是系花

下雪了，我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
门。 老妈见了，责怪我：“下身穿得太少，快去加
条裤子。 ”
我说：“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 ”
老妈一听生气了， 说：“下身哪有上身禁冻，

下身多穿点儿才对。 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
你见过捶胸的吗？ ”

下身与上身

2、 请在下面空格内填上成语，并
使填完后的八个字前后分别也为成语
悠然（ ）（ ）（ ）（ ）无穷
横扫（ ）（ ）（ ）（ ）奔腾
叱咤（ ）（ ）（ ）（ ）莫测
满城（ ）（ ）（ ）（ ）俱厉
下落（ ）（ ）（ ）（ ）之冤
狼子（ ）（ ）（ ）（ ）生机
大快（ ）（ ）（ ）（ ）迢迢
满面（ ）（ ）（ ）（ ）忘形

6 月 24 日，@ 闽南师大新鲜事在微博上发了一
组“我在闽南师大等你”的照片，照片中不同风格的
美女手持“广告词”，为闽南师大招生助阵，十分抢
眼。“你再不来，学姐就要走了呀”、“一起来闽南师大
游泳吧！ ”、“学姐会卖萌， 学妹很可爱”、“学长要走
了，学姐交给你”……

该组照片的拍摄者是闽南师大 2011 级新闻系
的学生李伟铭。 他的灵感来自于网络上的类似作品，
“有学长学姐毕业了，我想拍来做个纪念”。 从网友的
留言中可以看出，该条“招生广告”十分成功，也被网
友戏称为“本年度最佳招生广告”。

学姐在等你

1、填写出下列“之最”的成语。 (成语必须是
“一”字开头)

例：最长的腿脚——— 一步登天
最快的流水——— 最短的季节———
最大的巴掌——— 最宽的视野———
最终的话语——— 最贵的稿酬———
最吝啬的人——— 最无能的人———
最穷困的人——— 最愚蠢的人———
最懒惰的人——— 最概括的人———

新传说

诙段子

开心一笑

言论

开考了

微故事

趣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