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委婉地形容一个人胖

孩子再也不敢

不回电话了

因受够了儿子不接电话不回短
信，美国妈妈沙朗·斯坦迪福德研发
出“敢不理我”应用。从此，妈妈们再
也不用担心孩子不回电话了。

研发这项应用花费了斯坦迪福
德几个月的时间，但这样的花费相
当值得。应用安装在儿子布拉德利
的手机上之后，斯坦迪福德就可以
轻而易举地关掉儿子的手机。一旦
妈妈启动“敢不理我”应用，布拉德
利就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或发短
信，他妈妈和911例外。上网或玩游
戏更是想都别想的事。想要解锁需
要一个激活密码，而这个密码就在
他老妈手中。

斯坦迪福德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能自己研发出APP？她的丈夫威
廉表示，对妻子的能力一点都不意
外。“她的脑子很好使，能把想法变
成现实。”

为确保手机不被关掉，布拉德
利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复母亲大人的
每条短信，接听她的每个电话。布拉
德利很不开心：“我认为这是个好主
意，但最好应用在其他人的手机里，
不要装在我的手机里。”

“敢不理我”APP只适用于安卓
手机，可从Google Play安装。对于只
适用于安卓手机这点，网友“To”做
了个假设，“这项应用安装在儿子布
拉德利的苹果手机上之后……好
吧，你赢了。”

有人庆幸，幸好是老妈给儿子
装，要是老婆知道了这个APP，兄弟
们该怎么办？

“真的好怕父母懂电脑。”网友
“wq2”说，“我爸是一个计算机安全
专家。我从小到大一直不知道我的
电脑到后来的智能手机，我爸都在
监视，包括我在QQ上的聊天、看的
那些网站，你们懂的。”

不同时间看微信里的文章，
选择是不同的。反正我是这样。

时间还早精神还好时，通常
看点高大上的，比如《茶马古道的
桥文化》、《世界正从IT走向DT时
代》之类，因为这种时候人清醒理
智有自制力，知道学好。但到临睡
前神志涣散疲惫不堪时，阅读趣
味就大大滑坡了，一般只有《李嘉
诚怎么请人吃饭》、《沈从文蜜月
出轨求助林徽因》，这种三俗八卦
恶趣味的文章，方能入得法眼。

我老师说，人在疲惫虚弱意
志力降低时，往往显露其本性。

照此理论，真正的我毫无疑
问是个俗人。

承认这事有点儿困难，所以

必须同时拉一票人下水——— 从深
夜朋友圈更新内容、各大网站文
章点击率排名以及媒体最喜欢热
炒的话题看，天下活人，十之八九
是俗的。

人说俗意味着人格上的不完
善，心理上的不成熟，这点儿我不
认 同 ，但 俗 终 归 不 是 什 么 好
事——— 不能说坏，只是让人很无
奈，因为俗人太容易落入俗套。

仅以阅读来说，以如今世界
之丰富，知识之广博，我们需要了
解和掌握的有价值、有意义、有营
养、有智慧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信
息获取又如此容易，知识和思想
根本不用你费心，人家自己就送
到你眼前了。可作为一个俗人，你
根本不愿意搭理它们，你根本不
想了解黄帝是怎么统一华夏的，
只想知道黄海波是怎么被抓的，
虽然你也明白作为堂堂炎黄子
孙，黄帝比黄海波对你意义更大，
但两条信息让你选，你一定会点
开后面那个。

过去信息不发达，人们没的
选，捡着什么看什么，好的俗的兼
收并蓄，情愿不情愿的，总能吃几
顿营养餐。但现在不一样了，微博
论坛朋友圈，历史文化娱乐圈，千
奇百怪的文章千方百计往你眼前
扑，你好哪口就能吃到哪口，这看
起来是件好事，其实真未必，有可
乐你就不喝小米粥了，在营养和
美味难以两全的现实下，我等俗
人，都不可救药地噼里啪啦地掉
进庸俗低俗媚俗的陷阱，眼睁睁
与自我期待中那位有思想有品位
的好青年渐行渐远。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朋友
圈是个圈套，一旦被它套住，想自
拔是极艰难的。俗人若想脱俗，难
度堪比男人戒烟、女人减肥、青少
年戒网游，因为恶趣味也是一种
瘾，而瘾的背后是人性，世上最难
的事，就是对抗人性。

我目前就在这种注定失败的
对抗里，日复一日垂死挣扎。

每到夜深人静，大脑、身体和
意志都开始昏昏欲睡，我强撑着
想完成一天里最后的阅读，但能
让我有兴趣点开的，全是那些耸
动的、俗到骨子里的题目。它们随
随便便就瓦解了我的斗志，让我
放弃抵抗，缴械投降。

今儿累了，先消遣下吧，明儿
再看有用的。我总这么劝慰自己。

当然，我不会食言。第二天一
觉醒来战斗力复原，我是一定要
从俗窝里爬出来，读点高大上的
文章的，如开头所说。某次读到一
篇关于艺术的好文，我将其转给
美编同事，她很惊讶，说你还看这
么高深的啊。我傲娇一笑说，我对
自己有要求，那什么，白天的时
候。

必须得有点儿要求啊。不能
俗得太彻底啊。本性再难移，那也
得移啊。

生命不息，抗俗不止。

没女朋友怎么办？拍一个虚拟的

开楼道里声控灯时

你们一般喊什么

“如何委婉地形容一个人胖”，这是一个问题，微博上网友
们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就是想要在不伤害胖子的前提下，告
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热帖

微观

对于单身一族来说，难免会
有空虚寂寞冷的时候。怎么办？
卖家“微夕夕”在淘宝上开了一
家店铺，店里出售的都是些奇葩
的东西。最近，这家四颗心的小
店在微博火了起来，因为一款在
售的虚拟服务，名为“二次元女
友服务”。

“早起的叫醒电话，睡前晚
安，聆听课业抱怨与工作烦恼，
给予鼓励，每天不少于1 5条短
信，可根据要求设定女友性格，
萝莉、御姐、邻家由你选择。”卖
家在宝贝详情里，详细列出这个
触不到的女朋友所提供的各项
服务。这些服务都是远程的，服
务方式是短信、微信、网络。至于
服务收费，一天20元，三天50元，
六天90元。

卖家特别强调，因宝贝的特
殊性，同一时间段只能接待一位
客户，所以拍前请联系店主，“女
友们三观端正，所以不健康的要
求请不要提了。”

这款宝贝自从在淘宝开卖
以来，30天内已经售出48件，成
功交易38件。不少拍过这款商品
的买家给出了五分好评。网友

“pst10001”说：“店主怎么得了！
妹子好暖心我舍不得了……我
有个计划，给个差评，降低客源
这样就可独霸妹子了……哈哈
我是不是天才呀！不过妹子不
让，说店主是好人，这样不好。那
就没办法了，好评，一定得好评。
希望店主厚待众妹子。”

在各种点评里，有一个网友
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购买体验，他
说：“妹子人真的很不错，平时很
忙，兼职的时候都能给你发消息
啊，打电话啊，而且特别会关心
人。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就觉得
心里暖暖的，终于体会到了有个
人挂念，有个人想念，有个人关
心的感觉。。”

虚拟女友拍一天服务只能
陪自己一天，服务过后，买家的
心态如何呢？在买家评论里有这

样一条评价：“失恋了，虽只恋了
一天。但感觉不错，很新鲜的感
觉，在刚开始感觉和陌生人聊天
一样，但到了后半段，小女友会
随着你的聊天时间和你越来越
熟络，说的话题越来越多，会准
点提醒你记得吃饭，会问你在干
吗，干吗这么久不回复她，感觉
像是自己的女朋友向自己撒娇，
第二第三天会是怎样我不知道，
我也没玩下去，分手时，小女友
还会特别多话，说完会让你觉得
真有点伤感，舍不得分开……”

这样的奇葩商品，让网友脑
洞大开。网友“CCTV星际播报_

米咖”想出了一个点子：“可以找
个单身男客户，再找个单身女客
户，然后互相告诉男女客户对方
号码，让他们俩去对发吧，什么
都不用做，两笔钱轻松到手，说
不定还能促成一对。”

（据都市圈圈网）

原创：配一脸
提问：突然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开楼道里的声控灯时，你们一般喊
什么？

网友回复：
@全宇宙最帅最萌最二的源

源：喜欢我的请亮灯！
@雌非鱼：巴拉拉能量，光之魔

法，开！
@叉叉勒个木：嘿！哈！嘿！哈！

嘿！哈！是谁带你来到我身边。
@起点德国逛遍全世界：我一

般都是控制好自己的节奏，尽量不
让它亮。我家住6楼，走楼梯，感觉每
上一层灯没弄亮就像是过了一关一
样，最终BOSS是自己家那层，因为
钥匙开门声音不太好控制。

@大脸猫bling：古娜拉黑暗之
神，呜呼啦呼，黑魔变身。

@我是么么哒僵尸粉：灯，等灯
等灯。

@上色剪月亮：弹响舌，我能把
四层楼的声控灯都弹亮。

@奶源味大哥：天空一声巨响，
老子闪亮登场。

@鱼丸是我媳妇：我是一号男
嘉宾，请为我亮灯！

@西西：哈哈霍哈，要模仿类似
外星人语调的节奏！

@茉日蝴蝶：有时候会“啊”的
喊一声，有时候闲得无聊就会大吼

“Taylor Swift会发光！”然后整个楼
道的声控灯就会全亮，泰勒原来真
的会发光。

胖子，一个庞大且悲剧的群
体，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不禁会遇
到这样一个难题：怎么才能告诉
他他太胖了？怎么才能告诉他这
个吨位自己真的没办法抱起来？

“如何委婉地形容一个人
胖”，这是一个问题，微博上网友
们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就是想
要在不伤害胖子的前提下，告诉
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说好的委婉呢

“你会抛弃我么？”“不会
啊。”“好感动！为什么？”“我抛不
动。”

请在下面找到“出路”两个
字：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
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别
找了，胖子没有出路。

别低头了，你真的看不到今
天自己穿的那双鞋。

你……会跷二郎腿么？
难道是因为我当年那句“保

重”？
你的戒指从哪里买的，我正

好缺个手镯。
那天你在泰国骑大象，我隐

约看见大象腿软了一下。
一个胖子找到智者：“请问

我怎么才可以瘦？”智者默默拿
出一块肉给他。胖子说：“我懂
了，是喜欢吃就放肆，想要瘦就
要克制的意思么？”智者说：“尽
管吃吧，反正都这么胖了。”

认识了你几十年，至今没把
你看全。

思聪都不好轻易养你。
人在浴缸里，结果放两杯水

就满了。

也太委婉了点

你在唐朝一定很美。
前两天那个在背上文了

个蝎子，结果变成龙虾的人
呢？

许久不见，你越来越
放纵了。

你那天坐飞机，自
从飞机离开地面，地球
自转就加速了。

这样吧，你先在
这里站着，我给你们
班同学先把毕业照
照好了，然后你再
加进去，到时给你
两张，不然的话一
张照片里只能看
到你一个人了。

离我远点，我看不全你。
原来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

剧《卡门》是写你的。
去年和她照了张照片，今天

还在打印。
你，你单独坐后排吧，让他

们两个到副驾驶位置挤一挤。
你路过我的窗口时，我以为

天黑了。
你一来到，就占据了我眼中

的世界。
你从我电视前走过，于是我

错过了一集电视剧。
“我记得上体育课，你跑在

我前面，被你一巴掌甩进医院躺
了三个月。夏天你坐我前面，一
阵风吹来，我被你的汗泼了一
脸。我成绩那么差，都是因为你
坐前面，我永远看不到黑板。”

“把你身子挪开！空调全给
你一个人挡了！”

委婉地唱起来了

公斤前250三个数字是那么
高高在上，厘米前155显得那么
惊天动地，脚下的45码是地动山
摇。对不起，我配不上你，我担心
我能接触你的吻，却抱不动你的
人。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她的
大腿有一点粗，地震就是她在走
路。老婆，老婆，我们去哪里呀，
有你在就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宝贝，我是你
的大叔，你太胖
我遮不住。

待你
长发及
腰 ，

遮住一身肥膘。纵然虎背熊腰，
也要高冷傲娇。

自己胖也要委婉地说出来

在学校晕倒，救护车及时赶
到，迷迷糊糊之间，就听见“1！2！
3！起！”

好不容易献次血，结果硬是
抽出200cc油。

用尽了一生的力气去剪脚
指甲。

出门都不用带口袋，手机直
接放在腰间就好了，就是电话来
了会忘记放在哪一层里。

我一只脚刚踏进电梯，该死
的警报就响了，很不情愿地退了
回去，无奈地看着空无一人的电
梯。

喝醉了，四脚朝天躺在马路
上，三个朋友来拖我都拖不动，
叫救护车，可怜的担架被我压坏
了，那几个医生被睡梦中的我一
把拎起来甩了出去。

每次洗澡都要扒开一层肉
洗洗。

“老板这个手镯多少钱？”
“这是呼啦圈。”

你躺下来比我高，我同学一
直这样和我说。

（据《现代快报》）

日志

俗人入了俗套，

这可如何是好
□李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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