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没有蒜泥”体走红
“如果没有蒜泥，扇贝该会多伤心，它再也不想让你吃了。 ”日前，“如果没有蒜

泥”体走红网络，网友纷纷接龙，经典菜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纷纷“中枪”。 网友感
慨，什么都不怕，就怕吃货有文化！ 文艺范儿菜名体甚至蔓延到了当下娱乐事件，
有网友就根据王菲的离婚声明，编出了西红柿鸡蛋的段子：西红柿推开鸡蛋，这一
世夫妻缘尽，我还好，你也保重……

（摘自《金陵晚报》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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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爷训斥城管
“你本身就违法，你执什么法？ ”当发现城管

的车辆占用自行车道的时候， 他当场训斥城管
队员。近日，这位北京大爷的“训斥”视频在网络
迅速走红。对于老人的“仗义执言”，网友们除了
称赞这名老人家“威武”、“真牛”外，也有不少网
友追问事件的核心： 执法车占用自行车道应不
应该，这种行为算不算违法？

（摘自《北京青年报》10.02）

男子打造“钞票鲜花”
近日， 在西安市柏树林十字附近一家鲜花

批发店内，有人用约 50 张百元大钞制作了一束
“钞票鲜花”。 对于这束“钞票鲜花”，网友表示：
“俗！ 送的人俗，收的人更俗！ ”

（摘自《九江晨报》9.25）

男生表白遭泼冷水
近日， 一组关于大学生在上海财经大学校

园内表白的图片蹿红网络。 跟以往网友晒出的
校园表白场景不同的是， 这次男主角并没有喜
剧收场。相反的是，女主角和她的闺蜜们拿了满
满的一盆水向男生泼去， 甚至还将装有冷水的
脸盆扣在男生头上。

（摘自《深圳晚报》10.14）

不是高富帅滚去学习
“吾日三省吾身：高否？ 富否？ 帅否？ 否，滚

去学习！ ”这是悬挂在内江六中高三（14）班黑板
上方的另类冲刺标语。 该标语是在一位同学提
出后，经过全班公选后悬挂的。该校政教处主任
邓盛刚表示，尽管“高富帅”价值观并不可取，
“滚去学习”的“滚”字又颇为犀利，但会尊重每
个班的班级文化。

（摘自《华西都市报》10.08）

车厢睡姿照掀热潮
日前，从呼和浩特驶往成都的 1717 次列车

的行李架上， 一中年男子平躺在火车行李架上
安然入睡。照片传开后，网友们笑称：“这家伙要
是打呼噜流口水可苦了下铺的兄弟了。 ”“睡神，
快醒来，你要火了。 ”更有网友提出疑问：“他咋
上去的？ ”

（摘自《深圳晚报》10.15）

街头“卖脸”无人理
日前， 一青年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以一

种特殊方式摆摊———只要给钱， 就可以向他吐
口水、抽耳光，或者让他下跪。此外，该男子所穿
背心后面还写有“你可以当面吐口水，但不要在
我背后吐口水”等字样。 该男子称，自己做过很
多工作，觉得打工没面子，遂决定创业，而自己
的“卖脸”、“卖跪”创意很好。他的行为引来了很
多人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消费”。

（摘自《楚天都市报》10.12）

哭穷式炫富惹人厌
日前，天普市居民贾先生下班沿着山谷大

道开车回家，一年纪不过 20 岁左右的亚裔男
生驾驶外形拉风、 色彩鲜艳的马莎拉蒂跑车
蛇行换线，连连超车，张扬炫富，然而车牌却
是如同中文“低调”的拼音。 对于“一边晒一边
哭穷”的炫富，网友们认为太矫揉造作，容易
惹人反感。

（据中新社 8.23）

母亲烫平女儿胸部
非洲西部喀麦隆的母亲们为了防止女儿有

过早有性行为，不惜把滚烫石头当成熨斗，熨烫
女儿胸部。 今年 31岁的纳南从 11岁开始，每天
晚上都被阿姨压在床上， 妈妈就拿着在水中煮
得滚烫的石头烫她胸部，迫使其胸部发育迟缓。
她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平胸女人后，心中永远无
法忘怀年幼时所受的屈辱。

（摘自《广州日报》10.09）

辣妈陪女赴约
女儿进入高中才一个月，就收到了同班男生的

约会纸条。遇到这种事，一般的家长必是着急上火，
堵之唯恐不及。 然而，家住武昌区欧洲花园的甘女
士却欣然成全，怂恿并陪同女儿前去约会，堪称“辣
妈”。 约会的当晚，女儿告诉妈妈，在此之前她一看
到那名男生就红脸，上课会分神，但约会后，她觉得
那颗悬着的心放平了。

（摘自《楚天金报》10.12）

水果摊现雷人标语
“红得像杨幂，甜得像章子怡”。 近日，网友“左

鞋右穿”去买早饭，在杭州环北小商品市场附近正
好看到了这样一幕，“图文并茂，神文案啊”。照片发
给朋友们一看，大家都是一片赞叹。老板是江西人，
卖水果十几年了，专门卖西瓜和柚子。

（摘自《钱江晚报》9.25）

画 101张漫画送女儿
“飞不过沧海的蝴蝶，对向日葵微笑。在哪里不

重要，快乐就好。”“即使迷路了，你走的每一步都值
得尊重。”这些语句是 32岁的重庆妈妈蒋文婕通过
漫画的形式，写给女儿的人生忠告。 像这样饱含哲
理的漫画， 蒋文婕坚持画了 2 个多月， 已完成 32
张，她计划画 101 张，并希望通过这“101 条忠告”，
给女儿今后的人生做指导。

（摘自《重庆商报》10.08）

“硬币哥”太有爱
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张皓有一个习惯，走路低头

弯腰拣零钱，然后把捡来的零钱再捐出去。起初，对
于张皓的捡钱举动， 周遭同学们更多的是不理解，
甚至笑话，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捡零钱行为。 在张
皓的宿舍里，有一个绿色的储钱罐，装得满满的，约
有 2000多枚硬币，这是他用两年时间攒起来的。同
学们送他一个外号，叫“硬币哥”。

（摘自《都市快报》9.29）

摔水里不忘盖井盖
近日上海暴雨， 一对情侣撑着伞涉水前行，突

然脚下一滑跌倒在水里。 两人挣扎着爬起来后，摸
索着将井盖抬到窨井边，尝试将井盖盖上去，车辆
经过掀起水浪，窨井中污水喷涌，两人试了好几次
才把窨井盖住。 姑娘说：“我不盖，不是有别人要摔
了吗？ ”

（摘自《东南快报》10.10）

潮妈为 5岁儿烫卷发
罗女士是位 80 后妈妈，打扮时尚。 今年暑假，

她在理发店做头发时，花 800 元将儿子晓天的头发
也烫成了卷发。 虽然花费不菲， 但罗女士很开心，

“很有韩国童星范儿！”然而，因为烫了卷发，罗女士
每天早上要花上 15分钟帮晓天打理头发， 如此一
来， 晓天几乎每天都是幼儿园里来得最晚的一个。
在老师的反复劝说下，妈妈这两天带晓天将卷发烫
直了。

（摘自《武汉晨报》10.07）

男子少年白被当老人
“就因为这头白发，不到 40 岁却经常被误以为

是老人。”日前，家住武汉市青山区的朱先生指着自
己的一头白发，有点自嘲地说道。朱先生说，就在上
个月，他去幼儿园接儿子放学，被儿子的同学唤作

“爷爷”，让他尴尬不已。 朱先生说，现在他也想开
了，“有的演艺明星还特意染白发呢，就当是自己的
独特标签吧。 ”

（摘自《楚天金报》10.08）

父母囧事显温情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带爸妈去 KTV 唱歌，

爸妈嫌贵，要马上回家；带妈妈去吃西餐，妈妈看见
牛排里的血丝，说牛排没熟……日前，一篇“没错，
带父母玩儿的‘倒霉’孩子，就是我！ ”的漫画火了，
可爱的卡通形象加上生动的文字，道出了子女与父
辈之间的鸿沟，但是也充满着浓浓的温情。

（摘自《扬子晚报》10.12）

新结婚证词受欢迎
“你愿意做她的小火车，永远不出轨吗？ ”“我愿意。 ”“你愿意做他的美人鱼，永

远不劈腿吗？ ”“我愿意。 ”“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微信密码。 ”近日，一则别开生面
的结婚证词蹿红网络，引得网友们纷纷转载，在感叹网络大神的神创作之外，小伙
伴纷纷鼓掌：“连微信密码都交付了，这才是真爱啊。 ”

（摘自《扬子晚报》10.08）

九大坑爹景区出炉
日前，网民在十一黄金周评选出九大“坑爹”景区，少林寺以一炷香高达人民币

6000元为由，位列榜首，其他是：阳朔、峨眉山、崂山、西双版纳、北京十三陵、大理、
坝上及泰山。 网上一打油诗称：黄金周，找气受，坑爹景区细细数。 一炷香，六千整，
两千块，喝冷饮。 峨眉频宰烧香人，崂山香油烧成精。 洞房坑客与时进，买路北京十
三陵。 大理珠宝假成真，坝上马匹莫近身。 东岳泰山好汉殷，万水千山认现金。

（摘自《九江晨报》10.08）

9.6万颗红枣拼成国旗
10月 11日，新疆若羌第六届

楼兰文化旅游节暨第九届红枣节
开幕式活动上， 若羌县 800 余名
小学生用红枣摆拼出一面由 640
斤、9.6 万颗红枣、 国旗中央五角
星由 5.6 斤红枣组成的红枣国旗
正式亮相。 据此次红枣国旗策划
人杨永江说：“640 斤寓意为我们
祖国成立 64 周年；9.6 万颗红枣
寓意为中国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
公里； 黄色五角星由 5.6 斤红枣
组成， 寓意为中国 56 个民族；国
旗总面积 22.1平方米寓意为若羌县 22.1万亩红枣总面积。 ”

（据中新社 10.11）

网友总结八种拍照型人
日前，微博上的人气原创漫画家“吴琼琼爱画画”画了一组“你是哪种拍照型

人”，共 8幅漫画 8种“拍照型人”，分别是：无敌上镜型、东遮西掩型、拍照无能型、
自拍狂人型、不 P不发型、万年不变型、摄影发烧友型、同伴摄影机型。 很多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打击面好大，基本上要是在这八种之外那肯定是“奇葩”了！

（摘自《扬子晚报》10.08）

103个男生守着 1位女神
今年开学，浙江大学大三本科生分班，机械系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2）班

男女生人数比是 103:1。“公主”三千宠爱在一身，享受独一无二的福利：行李不用
自己搬，上课留有黄金位置……可惜的是，100 多个男生没一个成“王子”，因为“公
主”男友在其他系。

（摘自《钱江晚报》9.26）

微博出卖朋友大赛火了
前些天，“微博出卖朋友大赛”走红，网友们纷纷参与并将朋友的生活囧照、雷

人照等各种照片晒到微博上：有男男重口味的，有女子妖娆缠绕在麦当劳叔叔身
上的，有生活中出丑瞬间的……由于网友分享的奇葩照片较多，让围观的网友们
都笑翻了。 更有不少网友感叹：真是节操尽碎，三观尽失啊！

（摘自《深圳晚报》9.24）

另类坐骑乐翻天
近日，微博上掀起了一股“晒坐骑”的热潮。 自制的超级摩托、木质结构的自行

车、迷你挖挖机引来众多网友的“点赞”。 面对重量级的坐骑，网友“Neow极恶”并
没有示弱，他在微博上写道：“你们都弱爆了！ 这才是终极坐骑：神马浮云！ ”此图
一出，果然 Hold住全场，网友赞“这才配得上终极坐骑的称号。 ”

（摘自《西安晚报》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