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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以前刚用电脑的时候
都说打汉字没法用拼音，效率太
低，大家都在学五笔字型，背字
根、拆字形，后来汉字忽然又能用
拼音打了……还有珠算，当年传
说不会打算盘没前途，算盘比计
算器快，小学专门有珠算课，要天
天背口诀……还有怎么优化dos

的config文件，更好地利用640K内
存……我遗忘了多少种神奇的技
能啊。

@押沙龙。

判断一所大学是不是好大
学，只需要三个标准：如果校门附
近有一条开满各种小店、充满生
活气息的小街，校园里有一片大
大的可以坐可以躺的草坪，女生
们走出校门不是钻进路旁等候的
豪车而是去坐公交车或者地铁，
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是一所
不错的大学。

@假装在纽约。

高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决
定了你跟一群怎样的人共同度过
青春，很随机很奇妙。回首想来跟
高考同样重要的还有：持续的阅
读会决定格局和气场；几个知己
好友会决定自己的眼界和情操；
跟一个怎样的人结婚会决定自己
的生活方式和情商；找到一份喜
欢的工作发挥所长带来自信的力
量。人生关键的事，就这么几样。

@琢磨先生。

什么话都不要说得太满，这
样你以后成功与否，至少还都能
当个人生导师。

@地下天鹅绒。

人类普遍拥有一种潜意识，
把别人的失败归结为智力不够，
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运气不佳。

@幻灭妖僧。

脆瓤还是甜沙？切块还是勺
挖？吐子儿还是吞下？这个夏天，
人类再次迎来吃瓜的三大难题，
硝烟弥漫不服来战。

@我们爱讲冷笑话。

一次成功的约会，就是双方
从始到终都没有主动看过手机。

@所长别开枪是我。

我走过撒哈拉沙漠求出了太
阳的角度，穿越马六甲海峡看透
了洋流的涌动，翻开每一寸页岩
解读三叠纪的故事，丈量每一尺
星空聆听猎户座的传说，在汉谟
拉比法典中寻找最初的至善，于
北大西洋公约里窥见秩序的整
合，牢记八荣八耻怀揣三严三实
总算拿下了文综高分，却终于失
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小野妹子学吐槽。

以前总愿意和老实的轴人做
朋友，觉得比较真，不会说话办事
都是真性情的体现。现在更喜欢
会做人的聪明人，哪怕知道他们
有些表现不是真心是圆滑。只因
我知道与聪明人相处，对他付出，
他会用同样的方式绝不亏待我。
老实人总是反倒不懂人情世故地
伤到我，一个人要是总被评价为

“人倒是好人”，那这人完了。
@休闲璐。

(三七整理）

我遗忘了多少种

神奇的技能啊

最近，
是 不 是
常常被朋
友圈和微博
的 一 些 奇 怪
词汇弄得莫名
其妙？比如“伐开
心 ，要 包 包 ”？
t fboys？还有诡异的
满屏彩虹？网络流行向
来见风就是雨，传情达
意跟潮流变，不妨让记者
来帮你科普一下最近流行的各
种刷屏新词。

其实，掌握网络流行很简
单，心情不好时就说“伐开心，
要包包”，开心就晒彩虹，忙中
考就看“TFBoys题库”。

心情不好时就说

“伐开心，要包包”

你的微信朋友圈有没有被
没头没脑的“伐开心，要包包”
刷屏？

比如，“昨天狗宝宝已经入
住新家，可是它为什么一脸伐
开心要四个包包的表情？”“每
次五月天一被骂，我就感觉伐
开心，要包包！”这更广泛运用
到段子中，如“猴子对师傅说：

‘师傅，今天没打到妖怪，伐开
心，要包包，要四个。’师傅白了
猴 子 一 眼 说 ，‘ 肉 包 还 是 菜
包’。”

溯源：
就是上海话“不开心，我要

买包包”的意思。“伐开心”一词
最早出现于微博网友“大咕咕

咕鸡”关于黄浦江拟人化的创
作，文中黄浦江不再是通常的
母亲河的概念，而被处理成了
一个傲娇的小女人，爱对人撒
娇。“不想经过陆家嘴了，我要
改道。感觉陆家嘴膨胀了，忘记
自己是谁了……金茂以前还挺
腼腆，跟我爷叔长爷叔短的，嘴
甜得伐得了，现在么环球金融
中心盖起来，上海中心也快好
了……”对于安慰，黄浦江撒娇
地表示，“伐开心，买包包”……
随后这一词汇又出现在了《龙
与天子的故事》中。

点评：
该用语悄然流行成为呆萌

卖腐的新宠，时下最热门的用
语。还是上网时常心情不好，郁
闷欲发泄，仿佛如在情人面前
发嗲求安慰，买包包满足爱美
之心，求抱抱求心疼。

但有不少网友不喜欢该流
行语携带的铜臭气息，反而是
活学活用的反讽段子更有味道
些，“伐开心，买包包，昨天一天
买了104个生煎包！”“伐开心为
啥要买包包啊？因为‘包’治百
病啊！”

开心可以这么表示

朋友圈处处彩虹

“很久没看见彩虹了！”“人
生第一次看见那么美的彩虹！”

“朋友拍的双层彩虹！”什么情
况，朋友圈里全是晒彩虹照片，
难道是美少女战士变身了？彩
虹风潮也波及微博，网友“陈先
生在1993”说，“要知道，风雨过
后，朋友圈儿里总会有彩虹。”

溯源：
在北京的网友抬头看天，

手机一拍就能有一张彩虹美
图，甚至还有双彩虹，这实在是
近来难得的美景奇观了。各地
网友纷纷跟风晒彩虹，谁说只
有出国的网友才能晒蓝天白
云？“真是够了！朋友圈里全是
天空图！我也好想拍！风雨过后
的北京太美！”“北京大雨以后
天蓝得像拉萨呢。”

点评：
只可意会的跟风之举，还

要详细科普，实在颇有点心酸。
还好总有一次刷屏是这么开
心，有段子晒的是城市中的彩
虹建筑，“你们都瞎秀什么，就
跟谁没看见彩虹似的！”让人笑
出了眼泪。

备战中考看这里

TFBoys微博变中考题库

最 近 ，“ 0 0 后 小 鲜 肉 ”

TFBoys竟然成为中考划重点
的代名词。“考神”春哥那一套
早已过时，现在TFBoys组合成
员王俊凯发一条求助微博，各
种总结知识点和考试小妙招接
踵而至。

溯源：
最近被爆炒的“00后小鲜

肉”TFBoys组合号称比金秀
贤还红。上个月组合成员王俊
凯在微博中晒出认真学习的
侧面美照，睫毛长长，肤滑肉
嫩，令一众姐姐们完全Hold不
住。“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
最近复习真累呀，所以我要劳
逸结合下，马上又要看书了！”
更引发姐姐们自发组成名师
指导团，在其微博下各种划重
点、讲知识，转发评论超过27

万条。
点评：
不少考生转战这里看评

论，“全是复习考点，不愧为
中华题库！”“谁来个中考英
语作文？要快啊！”“请问，你
知 道 其 他 的 题 库 在 哪 吗 ？”

“能不能也把物理公式私信给
我啊？谢谢！”这就是传说中
的粉丝正能量吧？别一时抱佛
脚就算了呀，这样粉丝会歌友
会也有发展成学习交流会的
可能。

（据《扬子晚报》）

数字拆诗游戏网友玩翻了
6月5日 周四
视频版美图秀秀“美拍”火

了
“美拍”即“视频界的美图

秀秀”，是一款10秒短视频应
用，最近在网上火了。美拍瞄准
女性用户群体，拍摄完成后，用
户可以添加滤镜或内置MV模
版、背景音乐，提供一键“傻瓜”
式操作 ,让普通女生瞬间变成
女神，10秒钟拍出大片MV的感
觉！

网友点评：从图片到短视
频，我们还能看到女神真实的
一面吗？

6月6日 周五
数字拆诗网友玩翻了
最近，网上流行起数字拆

诗。起因是网友@韦十七说了
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五年
生死一茫茫”。然后网友们就开
始了：“众里寻她千百度，人里
寻她三百三十多度”，“一骑红
尘妃子笑，三骑红尘妃子呵呵

呵，十骑红尘妃子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千里江陵一日
还，万里江陵十天半个月还，一
里江陵分分钟还”，“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两日为师，终身为爷
爷。”

网友点评：古诗都要被玩
坏了。

6月7日 星期六
如何在朋友圈装高端
最近，如果微信朋友圈里

有人晒出一张购买价格为230

万元的兰博基尼的刷卡POS

单，一条银行消费提醒短信，一
张兰博基尼图片，可千万别当
真。这三张图已经成了朋友圈
热传的装高端用图。

网友点评：我只传了图二
和图三，微信朋友圈已炸锅了，
有死党在冲来我家的路上，带
着啤酒和炸鸡，说是要为我庆
祝一下。

6月8日 周日
西瓜炒肉，你吃过吗

大学食堂真是发明基地，
最近一道名为西瓜炒肉的菜
火了。甜甜的西瓜配上肉，这
种混搭的配菜方式刷新了网
友们的认知。大家一起盘点这
些年我们吃过的食堂暗黑料
理：月饼炒辣椒、玉米炒葡萄、
番茄炒菠萝、哈密瓜炒里脊
等。

网友点评：那是荤菜，素菜
是西瓜炒泡菜。

6月9日 周一
脸萌，90后的卖萌神器
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有

被漫画头像刷屏？对，脸萌火
了！脸萌是一款拼脸应用，通过
五官元素拼接，用户可以快速
创造出自己的漫画形象，然后
分享到社交平台。这瞬间成了
90后的卖萌神器。

网友点评：脸萌一夜之间
就火了，就像之前的美拍，都不
和我打声招呼。

6月10日 周二

西瓜入选地铁最易丢失物
品排行榜

近日，上海地铁公布了乘
客最易丢失物品排行，前三名
分别是：太阳镜、雨伞和西瓜。
网友纷纷调侃：谁捡了我的西
瓜？还是冰镇的！

网友点评：下班回家时在
地铁上捡个西瓜回家吃去！

6月11日 周三
“键盘侠”横空出世
在旧式武侠文学日益没落

的网络上，一种独特的侠客类
型 横 空 出 世 ，被 称 为
Kbman———“键盘侠”！他们在
网上指点江山，评点时事，面对
各种社会冷漠事件，他们侠义
豪情，仗“键”走天涯。什么蜘蛛
侠、蝙蝠侠统统弱爆了。

网友点评：“键盘侠”总是
正义的，路人总是冷漠的，就是
不知道是路人从不上网还是键
盘侠从不逛街？

（齐小游整理）

看点

一周网络热点

微博

最近，是不是常常被朋友圈和微博的一些奇怪词汇弄得莫名其
妙？比如“伐开心，要包包”？tfboys？还有诡异的满屏彩虹。网络流行
向来见风就是雨，传情达意跟潮流变，不妨来学习一下最近流行的
各种刷屏新词。

““伐伐开开心心要要包包包包””，，开开心心晒晒““彩彩虹虹””…………攻攻陷陷你你的的朋朋友友圈圈了了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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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你你看看懂懂刷刷屏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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