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囧途

WHAT'S HOT

微心情

快门速写

吐槽地带

锵锵调调

拍照的时候最讨厌抢镜的人了，不过倘若抢镜

抢得搞笑，也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你听过爱

抢镜的动物吗？他们也很萌很搞笑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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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口袋英语

生活参考

壹周百老汇

晒生活

【大米消费“五看”】

本期答案：ABCAB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

年，忙于公元2012年。
◎天大的事情也抵不住一句“老子不玩
了”。
◎做人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开心，是
不要死。
◎晚餐搞定，别问我是啥玩意儿，我也
无法解释。这是华夏餐饮史上的一个
谜。
◎喂？有什么事快点说，卫星快要飘走
啦！
◎我检验一个人性感与否的唯一标准
是：吃得多不多，吃得香不香。
◎一切不以离婚为目的的吵架就全是
在秀恩爱。
◎屋漏偏逢连夜雨，迟到总遇大堵车。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宽带的粗细。
◎生活的苦难，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
跑。
◎矫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自由的人单身，脆弱的人结婚。
◎今后的路，我希望你能自己好好走下
去，而我，坐车。

找车位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

无枝可依。这四句诗表达了曹操的什么
心境？”“去吃饭找不到停车位。”
自动应答

据说现在和老板的对话也有了万
能自动应答 :“和您说个事儿……”“你
是怀孕了还是要辞职？”；“中午有空一
起吃个饭吗？”“你是怀孕了还是要辞
职？”；“最近真是太累了。”“你是怀孕了
还是要辞职？”；“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啊……”“你是怀孕了还是要辞职？”
孩子

谁发明了婴儿这种外星生物，完
全无法沟通，裸机一部，没配任何文
档。待机极短，两小时一充。需要大量
周边配件。可是我们貌似很喜欢其开
发过程。
谁赚了

早上打车，谈及燃油附加费上涨，
师傅拿起票本说，这票我们买一本两块
五，燃油附加费一块钱时就用这个，两
块三块还是，没有大面值的，现在一本
最多用两天，附加费上涨后，印票的首
先赚了。
你有没有这样过

很多时候掏出手机只是想看一眼
时间，不知不觉就顺便打开了微博、邮
箱、QQ……一一看了一遍，接着就把手
机放回了包里，再想一想对了到底是几
点来着？

“剩女”有理
韩国首尔市政府3月29日发布报告

显示，首都地区20多岁和30多岁未婚女
青年人数猛增，进一步证实推迟结婚是
韩国出生率降低的原因之一。1980年，
首尔已婚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2 . 2个
孩子，2010年降至1 . 4，低出生率状况加
剧。报告说：“随着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
育、参加工作并认为养育小孩经济上难
以承受，她们推迟结婚，不愿意结婚，或
者推迟生育。”
中国女性“当家”

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女士成为家
中的领导者，在中国富豪榜上女士也越
来越多。在中国越往南部和越富裕的省
份，“妻管严”现象越严重。一旦离婚，女
性很容易改嫁，而男性再婚就比较困
难。如果妻子收入比丈夫多，那么男性
会失去在家中的地位。这样的家庭幸福
吗？中国男人是否满意自己的地位？而
俄罗斯男性无法接受这样的局面。
厕纸印博文

美国一家小型公司日前推出一项
新潮业务，将客户的个人微博印到特制
厕纸上或将客户最喜爱的名人博文印
在厕纸上。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名为

“屎特(Shitter)”，只要你支付35美元(约
合220元人民币)，他们就可以帮你定制
4卷厕纸，在上面印着客户喜欢的博文，
每条微博的上限均为140个字。该公司
的口号是“社交网络从未像如此这般即
用即扔”。

【怎么鼓励别人】
Pull yourself together.振作起来。
Let'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让我们看它好的一面。
Keep your chin up.别灰心。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守得云开见月明。
Win a few, lose a few. That's life.有得也有失，
生活就是如此。
Things are never as bad as they seem.事情往往
不想看上去的那么糟。
When god closes a door, he opens a window.上
帝关上一扇门，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You can let your smile change people, but don't
let people change your smile.你可以用笑容改变别
人，但不要让别人改变了你的笑容。

事件1：停暖时节
他的刀是冷的，他的剑是冷的，他

的心是冷的，他的血是冷的——— 这孙子
冻上了。据郭德纲先生介绍，这是古龙
武侠小说中的一段描写，讲述的是北方
一位武功超群艺冠群雄的侠客家中暖
气停止供暖以后不幸被冻伤的故事。

春分过后，一年一度的停暖节便
如约而至，时间约为每年三月二十日
前后，在仲春与暮春之交。停暖节大约
始于周朝，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
历史。停暖节时期，秦岭-淮河以北大
部分地区停止暖气供热，民间有开空
调、抱暖水袋、吃火锅、穿两条秋裤的

习俗。
事件2：“刮了也是种缘分”

近日，在哈尔滨市某酒店门口，一
辆尼桑轿车在倒车时不小心撞上了停
车场内价值数百万元的一辆劳斯莱斯
豪车，据了解，该款劳斯莱斯是限量款
顶配车型，价值超过600万元。没想到，
劳斯莱斯车主——— 一名身穿米黄色风
衣50岁左右的男子看到只是刮蹭掉些
车漆后笑笑说“刮了也是种缘分，不用
管了，给我留个手机号，你开车走吧”，
便放尼桑车主离开，随后自己也驾车
离开。见此情景，围观群众戏称该车主
为“敞亮哥”。

大葱，感谢你八辈祖宗
和女朋友谈了快一年了，她妈妈

始终有些看不起我。女友建议我请她
家里人吃顿饭，兴许她老人家一高兴
能同意我们的婚事。于是，我就去菜场
买菜，想买大葱时惊呆了，大葱真贵
啊，10块钱只够买两根。我豁出去了一
下买了50根，整整花了250块钱！之后，
下厨做了：葱爆肉、葱炒豆腐丝、大葱
蘸酱、大葱炒鸡蛋、凉拌葱丝，宫保鸡
丁里也猛放葱……准丈母娘饭桌上被
辣得眼泪鼻涕直流，但直呼过瘾。她

说，“小刘啊小刘，你家底还可以啊！我
常去买菜，最近哪舍得买葱啊。你俩的
事，我同意啦！”大葱万岁！我感谢你八
辈祖宗。
母亲大人的更年期

越来越受不了我妈了。之前没男
朋友时，我每天下班一回到家，我妈就
不停地说，谁家的女儿怎么样，从我开
门脱鞋到吃完饭，她能一刻不停地脱
口秀。后来我有男朋友了，她的话题就
变成了，“你怎么还在吃？”“你再吃人
家不要你了。”

1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
是现在油价和（ ）价钱差不多了，但
是坏消息是后者快十块钱一斤了。
A.大葱 B.黄瓜
C.土豆 D.西红柿
2 .上周，著名游戏《愤怒的小鸟》发布了
（ ）。
A.中国版 B.太空版
C.地狱版 D.海底版
3 .（ ）上升60米后的地图，引发了网友
的热议。

A.喜马拉雅山 B.长江
C.海平面 D.海底
4 .新浪微博上有一个专门揭露抄袭行
为的账号，名叫（ ）。
A.最抄袭 B.揭露抄袭
C.微抄袭 D.抄袭联播
5 .被称为央视“最有态度”的新闻主持
人，邱启明发微博说：“评论部，我（ ）！
傀儡制片人，我活得比你们自由！”
A.跟你拼了 B.要你何用
C.无话可说 D.忍无可忍

被宰了
中午和女友去眼镜店买眼镜，老板

在给女友测度数，我就在边上跟老板娘
侃大山。突然老板娘说，你把你眼镜拿下
来我看看。我拿下给她，她瞄了一眼问：

“你这多少钱买的？”我答：“两百多点。”
老板娘轻蔑地笑了笑：“这框子这片子，
我一百五就能卖你，被宰了同学……”我
要不要告诉她我就是被她宰的。
驾驭不了

小学有个同学，美术课只拿出了寒
碜的7色的彩笔，在一众装备48色和72色
的小同学的注视下完成了一幅类似清明
上河图的神作。当我们纷纷被折服得借
高级装备给他用时，他沉默了一会，幽幽
说：“我驾驭不了那么多颜色。”
两勺盐

我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告诉
我她休息了。我说为啥，她说她摔跤
了。我说咋摔的。我妈沉默了一下……
说她往一个同事的杯子里放了两勺
盐，然后人家就喝了，就追她，她一跑，
就摔了……话说我娘已经快五十岁
了。
精神病人思维广

很久很久以前，旅客还可以直接进
到驾驶室的年代，遭遇了一次飞行事
故……我一下子冲到驾驶舱和机长谈
话，因为我看出全慌了，“飞杭州有把握
吗？”“没。”机长回答，“飞北京有把握吗？”

“也没有”“那你干嘛吃的？什么把握都没
有！”“傻货，我们这是救护车，你躺好。”
迟到的关心

我爸打电话问：你还好吧？我说：好
啊怎么了？他说：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
被绑架了，要在3天内凑够20万打过去不
然就撕票。我安抚父亲道：爸，这些骗子
短信太多了，你以后理都别理，什么时候
收到的嘛？我爸：上个月。
挣钱养家

为什么老公要负责挣钱养家？请
把“夫妻”的“夫”字倒转来看怎么样？
是不是“￥”啊？
工作狂

某公司新来了一位日本人主管，上
班第一天就很凶残地对下属说：“我在日
本工作时是个加班狂，每天都很晚回家，
希望大家跟上我的步伐！”一个月之后他
辞职回日本了，扔下一句话：“你们这样
加班，是很不人道的……”

一看硬度：硬度越强，蛋白质
含量越高；二看腹白：大米腹部常
有一个不透明白斑，即腹白。收后
未经后熟和不够成熟的稻谷，腹
白较大；三看爆腰：米粒出现一条
或多条横裂纹即为爆腰米，营养
价值低；四看黄粒：黄粒米香味口
感较差；五看新陈：表面呈灰粉或
有虫蚀粒为陈米。

【可爱动物各种疯狂“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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