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子手”把生活琐事画成搞笑漫画

“拉丁小胖”

苦练抖空竹
大家还记得想减肥的

“拉丁小胖”吗？他因舞姿魔
性、表情丰富一夜之间爆红
网络，最近他更是受邀参加
央视“六一晚会”演出。“拉
丁小胖”叫何雄飞，9岁，身高
1 . 4米，体重却达到了130多
斤。当初想减肥苦练拉丁，
没想到是一斤没瘦。

“拉丁小胖”何雄飞自从
走红以后，受到不少节目和
演出的邀请。最近，小胖正在
为央视“六一”晚会紧张排
练。小胖妈妈说，从5月18日开
始到28日，小胖每天都彩排
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在排练
现场候场休息的时候，小胖
看到有演员表演抖空竹，顿
时有了兴趣。小胖说很想学
抖空竹，于是河北沧州杂技
团的一名女演员手把手教他
抖了一会儿，他很快就会耍
了。可见，小胖的身体协调能
力是相当不错噢。

大表姐的女儿今年到了
上小学的年纪，出于师生家长
沟通的需要，为小外甥女注册
了一个微信，算是正式进入

“社交界”。而作为她锻炼网络
社交的试验田，在大表姐的帮
助下，整个家族凡是有微信
的，都被拉进了一个“We are

伐木累”的群里，那些关系
紧密，却并非天天晤面的血亲
外戚们，仿佛一下子来到了过
年团聚时的老宅，直面彼此。

这个人数超过20个，涵盖
三代人，年龄跨度半个世纪的
微信群，沟通起来真是千姿百

态，各种话语体系混杂，兄弟
姐妹同年龄段之间的交流好
理解，唯有50岁以上长辈的微
信语言，真是让人累感不爱。

最近一到晚上，总是先由
年纪最长的大姨夫开场，一大
团锦簇的花束爆开屏幕，闪出
一句亮晶晶的“晚上好”，再来
一位长者转身挥手致意动图，

“大家都在弄啥勒”。然后，舅
舅、二姨以及我家的母上大人
纷纷加入，各种旋转的，闪光
的，淡入淡出的“吃饭了吗？”

“报到！”“很思念你”如潮水般
奔涌而来。

一阵密集的中老年专用
表情包寒暄之后，基本丧失在
手机键盘上打字的眼力和指
法的长辈，开始新一轮话赶话
的语音交流，随后，又是刷出去
一里地的鸡汤文、保健养生文
分享。作为小辈，这期间你必须
紧跟长辈的节奏，除了要紧跟
语音里对你的询问和呼唤，回
以“我很好，孩子也很好”这样
的宽慰，更重要的是要加入表
情包的交流分享环节，给长辈
提供新的表情和动图。

时间一长，对中老年群体
对表情包的需求，也便有了一
些经验，和年轻人对表情包是
否展现出“表情”的标准截然
不同，长辈们对表情包的偏好
是画面风格最好是硕大醒目
的美好意向，如鲜花、明月、礼
炮、美酒，文字外观又多喜欢
带有艺术效果的楷体、宋体和
黑体，总之要大，要能自带主
角中心光环。

当然最重要的，是内容要
饱含历经风霜的长者深情，如

“友谊地久天长”、“开心每一
天”、“平和处事，一世安康”这
样的鸡汤正能量话语。

以我们的眼光看来，这些
所谓的中老年专用表情包，满
满的城乡接合部审美、广场舞
韵律操阵势和直白表意，但想
想自己10年前刚刚学会使用网
络社交工具时，不也是以收集、
传播这样的表情包为乐事吗？

在粗糙、简单直白的传情
达意里，我甚至有些感慨自己
也经历过一段“呵呵”真的表
示自己在开心、“挥手”真的是
下线再见的纯真表情年代。

所谓世事轮回，更多时候
是从长辈流转到小辈，昨日重
现，往事复来；而在互联网社交
的世界里，世事轮回则是顺序
倒转，我们在中老年表情包里，
看到了自己青涩的互联网岁
月，懵懂的表情会意时光。

看来今晚，我要把“We
are伐木累”的消息屏蔽取消
一下，和长辈一起，重回简单
的互联网社交。

似曾相识的

中老年表情包
□张娜

【微观】

【日志】

课堂上学生

用手机发弹幕答题

当许多人为生活中的琐
事烦恼时，微博主“郊县天王
老田”(以下简称老田)却反其
道而行之，把那些生活中让
人头疼的生活琐事，画成了
一个个惹人发笑的幽默漫画
段子，本想自娱自乐，却意外
走红网络，吸引了众多粉丝
的关注。

在老田的漫画中，身材
和脸一样圆滚，留着猪嘴胡，
顶着锅盖头，永远挎着小单
肩包的“老田”和扎着两个大
麻花辫、圆滚滚、绿豆眼的女
友“小高”是老田漫画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两个人物。虽然
漫画场景和人物形象设计简
单到小朋友都能模仿，但漫

画中的搞笑段子让人忍俊不
禁。

丢三落四、蛮横霸道的
小高堪称老田生活中的灾
难。“给我拿拖鞋”“给我拿毛
巾 ”“ 给 我 拿 浴 液 ”“ 给 我
拿……”，每逢小高洗澡，老
田总被使唤得团团转，却敢
怒不敢言，只能靠冥想小高
洗澡时滑稽的画面暗自得
意；爱买包是女人的天性，小
高也不例外，为了阻止女友
乱花钱，老田想出了抽签决
定买不买的妙招，背着女友
把纸条全写上“不买”来逃避
钱包被掏空的厄运。

这一让人捧腹的画面，
让许多网友联想到自己，许

多网友留言称漫画中的老
田仿佛就是现实中的自己，
老田和小高的相处模式则
是大多数人家庭生活的小
缩影。

老田除了在漫画中和小
高斗智斗勇，屡战屡败，在职
场上，老田的表现同样“写
实”。漫画中老田因上班迟到
被老总训斥，当面不敢顶撞
的老田一回到座位就开始臆
想起各种报复老板的手段，
并用打油诗暗地里反击上
司。网友对老田生活中的“小
智慧”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
这些琐事，几乎每天都在发
生。

（据都市圈圈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在QQ还是在微信聊天时，总
会有各种搞怪的表情包跳出来，《还珠格格》里咆哮的尔康、
小S的白眼、Angelababy的可爱……不用表情包似乎都不能
好好聊天了，表情包的转发数也俨然成为鉴定明星是否红
的标志。

Angelababy、邓超等当
红明星不仅是表情包的“重
度患者”，还亲自拍摄搞怪真
人表情包，要想得到这些明
星的表情包，甚至需要付费
下载；邓紫棋的表情包尽管
不需要付费下载，但从今年2
月上线至今已经收到了9万
个打赏，折算下来也有近20
万收益。小小表情包的背后，
有多少奥秘？

表情包带动明星人气

2015年腾讯通过QQ统
计的《中国网民表情报告》
显示，2014年QQ全年表情
发送量超过5338亿次，8亿多
QQ网民中，超过90%在聊天
时使用过表情。在这项涵盖
了8 . 6亿网民的数据中，龇
牙表情一举成为国民最爱
表情，使用频次高达521亿。
除了龇牙，微笑和偷笑表情
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名，而
发呆及撇嘴则占据第四和
第五名。

在表情包的世界里，明
星是最大的元素之一，其形
式也从最初的“表情加文字”
变成了酷炫的动图。“尔康”
周杰不知道从何时起已成为
表情界神一般的存在，百度
搜索周杰，首先跳出的是“周
杰表情”、“周杰gif”等关键
词。前EXO成员黄子韬还没
有像其他的小鲜肉那样爆红
时，他的表情包比他本身先
一步在聊天软件里炸开了。

6元买套偶像表情包

去年7月，拥有6亿用户
的微信出现了新的表情———
明星真人表情，Angelababy
成为首位入驻微信真人表情
的艺人，随后鹿晗、邓超、王
祖蓝、李易峰、倪妮等艺人也
加入进来。今年又有小S、蒋
劲夫、邓紫棋、张天爱和韩国
明星李光洙加入。

腾讯方面表示，“真人表
情是微信表情上的一种新的

尝试，对于真人表情的设计
和选取，微信表情团队的原
则是寻找让几亿微信用户眼
前一亮的表情，所以入驻微
信表情的主要条件还是形象
本身要特别有趣，能吸引用
户的眼睛。”

和此前各种表情包供
用户免费下载不一样，部分
明星如Angelababy、鹿晗、邓
超、王祖蓝、李易峰、倪妮的
真人表情包需要付费下载，
价格为每套6元。腾讯方面
介绍，目前最受欢迎的明星
真人表情包是Angelababy、
邓超、李易峰，下载量最高
的是邓紫棋。腾讯方面表
示，邓紫棋的表情包于今年
2月7日上线，因为是免费下
载，前30天就有超过280万人
次下载。

多数明星爱用表情包

作为国内首个推出真人
表情包的艺人，Angelababy
本身就是一名重度表情包

“患者”，在和记者微信聊天
时，就不时发出几个自己的
真人表情包。

首次参加真人秀《非凡
搭档》的“天王”黎明在节目
中贡献了不少表情包。黎明
说，他看到了不少人发送自
己的真人表情包，“挺可爱
的。”黎明对网友创作的表情

包也持宽容态度：“有些网友
把影视剧里出现的剧情、表
情二次创作出来变成新的东
西，其实是一种学习，这也不
叫抄袭，我们每天都要学习
别人好的东西，只要不是用
来卖钱，其实没多大问题。”

另一名“天王”张学友近
年来也成了“网红”，他在电
影《旺角卡门》里的一个表情
被网友恶搞成各种表情包广
泛流传。张学友表示：“可能
大家不想看我严肃的样子，
其实我私下也很幽默，只是
没什么机会去表达。”

不久前，姚明在参加一
次活动时也首次回应了自己
的表情包，他大度地表示，没
有想到意外走红的表情给大
家带来那么多乐趣，“这是我
愿意看到的。从没想过(放在
微信表情里)付费下载，如果
这样一种模式能给慈善事业
作贡献的话，我相信不仅是
我，所有人应该都会支持
的。”

活跃于网络表情包的艺
人还包括曾在《还珠格格》中
扮演香妃恋人的牟凤彬，“我
对做得好的(表情)，或者轻
松搞笑的完全没有压力，你
们只要开心就好，但是那种
具有人身攻击的或者很污的
会教坏小朋友的，我是排斥
的。”

(据《成都商报》)

看视频时出现弹幕并
不稀奇，但你听说过用弹幕
上课的吗？近日，在重庆大
学新闻学院“网络与新媒
体”课上，教授张小强就别
出心裁地采取了这种有趣
的教学方式。此举引发了学
生的热议，大家反响都还不
错。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
教学方式算得上是教学的
创新之举，具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

“以往授课，我的语气
比较平稳，与学生的互动比
较少。”张小强说，他发现上
课时，有少部分同学总是拿
着手机玩，如何让学生放下
手机，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
到课堂上，这让他想了很
久。

一次，在网上观看视频
时，张小强注意到视频上不
时有弹幕划过，虽然这些弹
幕的发送时间并不相同，但
在同一时间点显示出来，无
形中给人以“千言万语，实时
互动”的错觉。既然学生喜欢
玩手机，为何不让他们用手
机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呢？
于是弹幕教学应运而生。

“效果不错，学生在课
堂上的积极性提升很多。”
张小强说，这样的新型教学
举措其实也与他所教的课
程紧密相扣，自己每次提问
后，学生都通过弹幕的形式
给予各种回答，积极性很
高，“不过，由于还处在摸索
阶段，因此，如何控制学生
发弹幕的尺度和内容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据介绍，弹幕课程目前
只存在于大二的网络与新
媒体课中，每周二和周五下
午各上一次课。

“目前学生发弹幕还没
有‘实名’。”张小强说，通常
是用微信名，“当然，在这些
弹幕中，偶尔也会有无厘头
调侃，但这也是吸引他们的
一种方式吧。”

明星表情包，今天你用了吗？

【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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