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段子的六种写法

一个手机控的生活

网友吐槽：

带你认识中国男足
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段子是最受网友欢迎的文体之一，虽然只有短短一

百多字，甚至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怎样才能写出一条好段子
呢？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段子的六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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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人生的四大悲剧
是什么吗？一是刚出门手机就没
电。二是一上网速度就变慢。三
是刚月初流量就用完。四是好不
容易上传个照片，却没一个人来
点赞。

我很纳闷现在很多人好像
没了手机就不能活，难道生活不
该是放下手机，去读几页自己喜
欢的书，去阳光里走走吗？这样
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还
是玩手机有意思。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旅行不
过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而已。因
为所谓风景，在手机上看图片就
好了，有时候想想还要费钱费时
间跑到一个看图片就好的地方，
呃，就是为了拍张照片发给朋友
们看看。

现在吃饭也不过是就着手
机下菜，否则真是吃什么都索然
无味。你们这么爱手机，你们家
里人知道吗？我家里人当然不知
道，因为我玩手机玩得根本没时
间理他们。呃，你们知道一个手
机控是怎么生活的吗？

早上刚醒来就把手机摸出

来，迅速浏览要闻事件，这些事可
以与我无关，但我绝对不能不管。
我必须要表达我的观点，今天我
们都是马伊琍，今天我们都是琼
瑶，上网的孩子很忙你们知道吗？
什么？黄海波嫖娼了？太过分了！

出门上班绝对不能开车，因
为对于一个手机控来说，最讨厌
的事情就是一路绿灯。所以我选
择坐地铁，一分钟不看手机就觉
得自己无法呼吸。

下地铁后买了杂志，可是我
竟然发现自己患上了“超过140

字阅读障碍症”。很纳闷很多人
还要发长微博，微博发明出来不
是让你写长篇的，这是博客时代
的事情了好吗？

上班的时候老板来找我开
会，说：你边用电话边开会效率
很低的。我很纳闷：效率高发微
信不就行了吗？开什么会啊？要
不是你这么喜欢开会，我的流量
能用得那么快吗？

好不容易下班，微信圈里竟
然没有人给我点赞，我就怀疑手
机是不是被老板诅咒了？后来我
才想清楚，是我发的内容太幸福
了，于是我又发了一条：我病了，
好痛苦。立刻有几百个朋友来点
赞。真是一方有难，八方点赞。所

以有一类朋友叫：点赞之交。朋友
们纷纷留言：以后再有不开心的
事情一定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开
心一下。

怪不得很多人喜欢发挂吊
瓶的照片呢，朋友们边点赞边夸
奖：你果然没有放弃治疗。

晚餐的时候约朋友吃饭也
是集体玩手机，跟不玩微博的人
真没什么好聊的。跟玩微博的
人，好像什么都没必要聊。约会
这事纯粹浪费时间，百闻不如一
见，见面不如刷微博。

晚上回家，本来我是计划九
点就要睡觉的，洗了个澡，刷了个
牙，玩了会儿手机游戏，聊了会儿
微信，对挂吊瓶的朋友点个赞。更
新了下手机程序，维护下手机电
池，一直到午夜0点了还没时间睡
觉，因为每天只要决定睡觉，就感
觉好忙。自从变成手机控，每天晚
上从决定睡觉到真正睡着，至少
要缓冲3个小时以上。

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
躺着玩手机。这么一想太可怕
了，我必须要自律，我要控制，于
是我在朋友圈发誓：从今天开
始，我要控制对手机的依赖，当
然我会把这个过程中的心得全
部发到朋友圈和微博上。

虽然巴西世界杯的赛场上
不会出现中国队的身影，但是，
网友还是不忘把国足与世界杯
联系起来。

1 .哥斯达黎加是世界杯史
上为数不多能够战胜中国队的
国家。

2 .即使是巴西队这样的世界
强队，也仅能在世界杯赛场上战
胜过中国队一次。

3 .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中
国队在世界杯正赛上不败纪录已
经延续12年。

4 .纵观漫长的世界杯史，中
国队也仅输过三次。

5 .中国队从未在世界杯点球
大战中失利过。

6 .中国队在领先的情况下从
未丢过球。

7 .还没有任何一支亚洲球队
能够在世界杯上战胜中国队。

8 .世界杯神奇定律：跟中国
同组的球队不是冠军就是季军。

9 .自1930年至今，中国队在近
一个世纪的世界杯历史中仅输过
三场，让人肃然起敬。

10 .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丢
球数远少于足球之国巴西和以防
守见长的意大利。

11 .中国队在世界杯正赛阶
段的不失球纪录已延续12年。

12 .在世界杯史上没有任何一
支球队能将中国队拖入加时赛。

关键词1：智商

案例：
最近几天广州很热，宿舍的

空调又严重老化，于是我们集体
向教练抱怨：“能换新的吗？我们
热得快炸了！”教练点了点头，第
二天就安排人去超市给我们买
了一批新的热得快。

点评：
案例里背景情况交代得很

清楚，整个段子的前因后果被编
排得十分到位，关键笑点的时候
把教练的智商一下子拉到底线，
造成非常无语的误会和搞笑的
结果，夏天买热得快本身已经不
在常理之中，这种误解闹出的笑
话已经超出了谐音段子的范畴，
因为谐音的误解一般不会在智
商上也出现问题。

关键词2：动物

案例：
两只蜈蚣谈恋爱，然后决定

结婚了。司仪说请新郎新娘互换
戒指、互换戒指、互换戒指、互换
戒指、互换戒指、互换戒指、互换
戒指、互换戒指……

点评：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

点，将这种特点用段子表现出来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好的
办法就是为动物设计一个故事
情节，在故事情节中将它的特点
表现出来。

关键词3：典故

案例：
小明过河，不小心把他的山

寨手机掉到了河里，正着急呢，
河神冒了出来，先后拿出一部
galaxy S4、一部iPhone5，问这是
不是他掉的，小明很诚实地拒绝
了，最后河神把三部手机都给了
他。另一人听了很羡慕，第二天
把自己的诺基亚扔到了河里，不
一会儿，河神的尸体冒了出来。

点评：
我们从小到大接触过很多很

多小故事，这些故事是每一个网
友都耳熟能详的。用这些故事当
作典故来写段子，必然会引发强
烈的对比感，比如手机掉进河里
被河神捡到，属于古今结合，而诺
基亚砸死河神，又是老哏新用。

关键词4：自嘲

案例：
班上有个女生，总是隔三差

五向我借东西，明眼人都看得出
来是她故意的，在今天她又向我
借作业纸时，我鼓起勇气：“其实，
你的意思我明白……”她脸红了：

“啊，你……你都知道了啊……”
“你不就是贪小便宜嘛，这一整本
作业本给你，别再烦我了！”

点评：
标准的自嘲段子中，有些男

生的思维方式包括：小气、死脑
筋、强烈的理科生思维等。就好比

《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一样。

关键词5：歪批

案例：
李代沫可惜了，如果按正常

发展轨迹的话，应该是出专辑，
开演唱会，大红大紫，然后代言
洗衣粉。

点评：
歪批，是一种不同于常规

的思维方式。为李代沫惋
惜，按照正常发展轨迹
他应该出专辑、开
演唱会，属于铺
垫。然后来一
句“然后
代 言

洗衣粉”，隐藏着光头明星都去代
言洗衣粉的哏，不仅让走向很

“歪”，而且笑点也很“歪”。

关键词6：逻辑

案例：
A：今天遇到一个乞丐，他说：

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记不起来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的饭了。

B：那挺可怜的，你是怎么做
的？

A：我也觉得他很可怜，我
安慰他说：别着急，慢慢想。

点评：
案例中A在和乞丐的对话

中，原本正常普通的交流被A强
行制造出了一个笑点，利用错误
的重点和思维来曲解乞丐想要
表达的意思，以看似莫名其妙，
却又符合表面逻辑关系的回答
来产生段子必不可少的笑点和
戏剧冲突。

(据《现代快报》）

网友玩转

百度文言文翻译
最近，微博网友发掘了百度在

线翻译文言文新功能，不论你有无
文言文才华，都能瞬间成“文化人”。
6月6日，新浪微博网友@独角兽少
女发了一段“百度翻译可以翻译文
言文了”，随之配上几张翻译的作
品，没想到短时间被网友热转达6万
多次，网友已将此功能玩疯了。

且来欣赏一些网友收集的翻
译作品吧。先看一些流行的网络
词：“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被翻译成

“富贾可为吾友乎”；“我和我的小
伙伴们都惊呆了”被翻译成“我和
我庶士伴皆惊愕”；“女汉子”被翻
译为“安能辨我是雄雌”；“缺爱”翻
译成“寡人倍感爱之所失”；“为何
放弃治疗”翻译成“奈何弃治”……

用“百度文言文翻译网络神
曲”也被众网友玩得不亦乐乎。且
看，《套马杆》的“跑马的汉子你威
武雄壮”被翻译成“走马郎君威武
雄壮之”；《自由飞翔》的“在你的
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徜徉”被翻译成“在汝心
上，自由之飞，灿烂之星，永恒之
极”；“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
下来，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被
翻译成“法海子不知爱，雷峰塔会
落，臣等永不分离”；“天空飘来五
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
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被
翻译成“天飘五个字儿，其并非
事，所事儿不烦顷，须臾而已。”

高考开始后，网友又将此功
能转向了高考。这成为今年网友
对高考话题的新玩法。比如这
段——— 校门外，他对门卫苦苦求
饶：“啊……我身份证丢了，求求
你让我进考场吧！我不想失去这
次机会！”门卫冷酷地说：“不行，
规矩就是规矩。没带身份证就是
不能进。”他顿时瘫软在地，泪如
雨 下 。翻 译 成 文 言 文 是 这 样
的——— 校门外，他对门苦乞：“呜
呼。我身证失，垂拯汝使臣进场！
吾不欲失！”门曰：“不可，规则规
矩。不以身证即不能进。”其顿于
地瘫软，泪如雨下。

这个功能被网友交口称赞，有
网友感慨说，“哎呀，这是对古汉语
专业的巨大挑战啊！敢不敢来比试
下？”网友“Evisolpxe”笑言：“有了这
个功能，以后穿越到古代就不怕
了，这才是穿越神器啊。”

（据都市圈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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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是我十年前的同事，当
时我们在同一个部门，住同一间
宿舍，睡同一张床，喝同一碗汤，
亲密得领导看了直生气。

可惜后来我们先后辞职，她
北上，我南下，各奔南北后，生活
失去交集，联络慢慢就少了，很长
一段时间里，我对她的状况一无
所知。直到近两年，我们才在微信
上又联系上了。加上她那天，我直
接点进她的朋友圈，里面的景象

让我大吃一惊：跟业界大腕的合
影、去加拿大旅行、穿大牌奢侈
品、饮高档葡萄酒……完全是上
流社会女强人的节奏。

看看人家，再对照下自己，我
惭愧得几乎不好意思跟她对话，
除了在她的风雅美照下赞一句

“这么美”，就实在不知道说点啥
了。

前几天米拉来济南，我斟酌
半天，选了一家规格很高的日本
料理店宴请她，不想，这妞进门看
了一眼就往外拉我，说太贵了太
贵了。然后选了一家小店，点了三
个小菜两瓶啤酒，心满意足地说：
这就不错了。

两杯酒下肚，我才知道，原来
她的日子并不乐观：老公肝硬化
不能工作，孩子又小，一家老小的
生活全靠她维持，他们没车没房
没存款，日子基本挣扎在贫困线
上。

我一听都傻了——— 跟微信上
的她反差太大了！

你信那个啊，那都是装的，米
拉大笑着说，我微信大部分是客
户，装得高大上才能多做点业务，
我哪有钱买名牌啊，都是假冒伪
劣，去了趟加拿大，也是公司组织
客户出去玩，我跟着伺候……但
我不能实话实说啊，要是客户都
知道我租四十平米的破房子，穿
10块钱的地摊货，谁理我啊？

我说你装得还真像。她说，人
生如戏全靠演技么，关键朋友圈
这种地方太好装了，跟咱们当年
吃喝拉撒都在一块不一样，这些
人你平时也见不着，你就挑最光
辉最唬人的给他们看，塑造个光
芒万丈的形象易如反掌——— 说白
了都是戏，而且这舞台太宽松太
自由了，你尽情发挥随便表演，演
什么角儿全由你，没人能戳穿你。
所以，微信应该改名叫微戏，你也
别当真，微信嘛，稍微信信就行
啦。

想想还真是，出入朋友圈这
么久，早知道它源于生活而高于
生活，那里的脸，多是美图秀秀P

过的，那里的人生也一样。大家各
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隐藏，秀幸
福秀辉煌，秀忧伤秀彷徨，貌似随
意，却都经过了打量，晒孩子笑脸
的，不会告诉你她刚跟婆婆大吵
一架，痛骂单位没人性的，也不会
讲自己拿了六位数的奖金，随手
拍风景的，更不会通知大家自己
正投入一段新恋情……最大的喜
悦和烦恼，我们通常都不愿意暴
露，所以你永远不会在这里看到
真实的某人。

微信确实让我们跟许多疏于
联络的朋友重新有了交集，但我
们再次熟悉了的，只是手机里的
那个人，只是他愿意扮演和展示
的某个微小的部分，他真正的处
境和心情，远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日志

微戏，微信
□李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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