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里，

你最不能忍受什么

冬天里，你最不能忍受的事
情是什么？是屋子里没暖气，还是
穿脱衣服时的静电？网友“同道大
叔”用一组漫画，总结了冬天里不
能忍的事情。

这些事情有：没暖气没空调；
和别人一碰就“触电”；吃东西后
衣服味道很重；头发很容易油；衣
服穿得太多影响身材；在室外长
时间等人或等车；看到别人穿得
少，而且长得也好看；春节各种长
肉；过年了，还没钱没对象。这样
精准的总结，如同量身定做，让网
友纷纷中枪。

除此之外，网友还纷纷补充
自己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冬天，我
们常常穿着很厚的衣服，对于网
友“熙小迷”来说，“低头看不见脚
才是最不能忍的”。网友“井小婷”
说：“头发太长风一吹就起静电，
真受不了。”网友“你好像永远懂
得”说：“我觉得最不能忍的就是
在被窝里玩手机快没电了，可是
充电器不在旁边，所以我现在就
要起床去找。”网友“晶晶910”说：

“最不能容忍的是洗澡的时候抹
了肥皂突然没水了，或者没热水
了。好冷呀。”网友“小清新吴二
丫”说：“冬天去可以烤火的地方，
熏得一身腊肉味，太痛苦了。”

网友“地下天鹅绒”说：“那些
在深冬的早上，面对温暖的被窝
都能说起床就起床的人，无一例
外全是冷血薄情的。和你们那些
晨跑锻炼的人不一样，我光是从
床上坐起来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戎华）

每到年根，都是老板算计员
工，员工琢磨老板的紧要关头，那
些历时一年的相互期待与相互失
望，最终化作或土豪或香艳公司
年会上的明星员工，以及左膀右
臂众叛亲离后的失落老板。

眼下这年头，一个人出来混
难保“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智力
再好，一砖撂倒”，更何况一心要
做市值百亿、千亿美金的互联网

大佬，哪个不得一众小弟帮衬。就
像今年豪掷1876万奖励员工，还
把AV女优泷泽萝拉请来抚慰苦
逼程序员的奇虎360，其老大周鸿
祎 用 了 三 个 小时大 谈 不 安 全
感———

“你以为移动互联网的载体
是手机吗?未必，未来可穿戴的各
种智能设备甚至汽车、灯泡都有
可能，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答案
是，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希望360

能回到2005年、2006年的状态，每
个人都要Reboot（重新启动）一
下，从零开始。”

看到微博上流出的360工程
师无视众屌丝簇拥泷泽萝拉合
影，淡然加班的照片，老周可以欣
慰自己掏心掏肺期望的“Reboot”
局面，大有希望。

不过，不是每一个“从零开
始”都意味着希冀。今年无论盛大
集团的年会多么盛大，我们都不
会看到盛大文学CEO侯小强的身
影，这个盛大集团老大陈天桥最
为器重的臂膀，在近5个月的“休
假式离职”后正式离开。

面对百度、腾讯甚至是阿里
对网络文学领域的围剿，本就孤
军作战的侯小强又得不到似乎永
远踏错时势的陈天桥的支持，两
人过去5年的共苦情谊，迅速在半
年内化作虚无。对陈侯的决裂，IT

观察者程苓峰的评价，最是道出
职场中员工与老板关系的痛点：

“大员辞职并且被批准，一般都是
一个理由，大员和老板相互失望。
打工总得图一样，有信任，钱少点
无所谓；或者很有钱，没信任也无
所谓。”

谁不是这样呢，比如，京东商
城的创始人刘强东，从美国游学
瘦身回来后，在年会上大扮许文
强，不仅给现场拍出50万现金奖
励优秀员工，还体贴地为加班的
员工留出了50万元，东哥的做派
够土豪吧，但留心下京东的新闻，
你还是会发现自2012年开始，京
东已经有不下5位副总裁级别的
高管离职，“东哥不高兴”的杀伤
力要大大胜过“强哥拍现金”。

再看如今的当红明星公司小
米，2010年公司开张仪式时，压轴
的大餐仅仅是联合创始人黎万强
的父亲送来的一锅小米粥。到今
年1月10日的“小米全民年会”，尽
管雷军一副雷人的财神亮相却没
有露富散财，但众员工依然嗨翻
全场。

还有百度，当一票互联网公
司纷纷比谁的奖金丰厚、谁请来
的日本AV女优劲爆时，李彦宏居
然开起家长会来，以为优秀员工
的父母颁奖送礼的温情方式，聚
拢正在力战移动互联时代挑战的
员工人心。

不知道在今年盛大集团的年
会上，看着当年共同打拼的兄弟
们日益凋零的高管席，陈天桥会
不会想起创业最艰难时他们一起
在地摊吃烤串的情景，但即便他
回想起来，眼下愈发现实、残酷的
职场江湖，早已不复“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瓦岗寨四十六友保唐
王”似的情谊。

走又如何，留下又怎样，我们
面对的，是一个只相信实力的职
场江湖，所有那些盘旋在老板与
员工之间的期待与失望，都是实
力博弈的注脚而已。

年关也是婚姻关

不再逼婚vs板砖求婚
为了让孩子过年回家，某位

母亲登广告“传音”：再也不逼你
结婚了。

爸妈逼婚

日前，@Happy张江分享了
一则“中国大妈澳洲整版登报求
子回家，称不再逼婚”的消息。在

《墨尔本日报》上，一位母亲登广
告称：“鹏，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
不接，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
到。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今
年回家过年吧！爱你的妈妈。”@

澳洲蓝页：鹏同学，快接电话！
新华社驻香港记者@林建

杨解释：这是一张当地华人办的
中文报纸，发行量小，故孩儿他
爸妈能在头版整版登广告，便
宜。@张小胖Wayne也解释：因为
这是一个华人做的报纸，不是什
么“墨尔本本地报纸的中文版”。

报纸确实存在，但是否是广
告还未知。有网友已经开始帮鹏
同学想办法。@七夏冬眠_Y：过

了几天，报纸上登了另一条：
“妈，您打了很多次电话我不知
道怎么接，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
了你给我的留言，你别担心，我
已经结婚了，今年回家就和她一
起回来看你。爱你的儿子。”

有网友建议鹏同学，还是赶
紧回家过年吧。@李个什么鹏：然
后逼急了他爸，把澳洲的电线杆
子全给买了，挨个贴寻人启事。

其实，这则消息也道出不少
人的心声。@一抹真迹：被父母
逼着过年带个男朋友回家，看来
今年是回不了家了。

板砖求婚

求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是手持钻戒单膝跪地就能让
求婚对象折服的。近日，@四包
叔叔上传了一张求婚照，男生单
膝下跪，手捧鲜花送给姑娘，这
不过是电影和现实中屡见不鲜
的场景，但是细看男生右手才发
现有亮点——— 居然攥着一块硕

大的砖头！@四包叔叔称：姑娘
在众人的劝说下还是接下了花
束，毕竟保命要紧啊。

网友们给这个场面配上了
标题。@唐晓夜：乡村爱情之他
三婶作证二狗子向翠芬求婚。场
地不错。@MM的豆豆不给你吃：
霸道少爷爱上我。@冯希422：老
支书儿子李狗蛋追求村头翠芬，
求婚不成欲自拍。

“这求婚让人难以抗拒。”网
友@昶杰Jacky如此感慨。@原创
音乐基地则说：表白新技能啊。
@奋斗的李帅：答应就给花，不
答应就给一板砖。@就是要犯
错：我想，这姑娘一定是看上小
伙子手上的金砖了！

有人认为这是绝佳的求婚
方式，但也有人认为要看对手。
如果遇到女汉子，那后果不堪设
想。@有琴人：直接飞腿啊，命要
紧。@北洋生物电工：我觉得我
要是这么干，可能会被那个姑娘
单手把砖劈了。

(许智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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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帖

匿名用户1

我们家家传祖业是公务员。
我爷爷的爷爷的爸爸是李鸿章。

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
女，以前过年拜年时总爱捏我爷
爷的小脸，然后让我爷爷背书，
问成绩看作文什么的。我爷爷的
爷爷说张爱玲小时候是远近闻
名的小才女，记忆力特别好，小
丫头背书从来是只看一两遍就
会背了。那会儿私塾里先生教个
诗词对仗押韵，根据词牌名填
词，一点就通，张嘴就来，一起学
的我家几个表兄张个大嘴还没
反应过来。过节的时候，猜字谜
对对联基本是秒杀其他人，我爷
爷的爷爷说这丫头要是个男儿
身早生几年必是状元。

当时她和我家那代人受到
了全中国最好的教育：一面是从
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最正统的
私塾培养的国学教育，另一方面
让一个英国人从五六岁就开始
教英语，所以她和我家那代人英
语完全是母语水平。她中学的时
候，经常一个人在房子里演莎翁
的话剧玩，一会演哈姆雷特，一
会演克劳迪，大段大段背诵莎翁
的英文剧本。爷爷记得特别清楚
的是她有次看爷爷英语作文，看
到一个单词用得不好，然后就说
这个词在古英语里原本是这个
词，来自法语，然后背了莎翁的
一句诗，说应该这样用，接着一
直扯到汉语里是这个意思，最初
来自诗经，然后背了几句，然后
说古诗十九首里也用过。我爷爷
直接呆了。

爷爷的长辈后来都不喜欢
长大后的张爱玲，很埋怨她把
家里听来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写
成小说，都说她小时候每次过
来拜年对她那么好，长大了却
编排长辈，后来渐渐也没联系
了。

剩下的就不说了，一是没什
么名气，二是三代之内容易被人
肉。我是永字辈，现在是在国外
苦掰搬砖的工科研究生。我这代
基本就是屌丝阶层，全靠自己奋

斗了。
其实我们家族最悲剧

的是我爷爷这代人。我爷爷上
几代都能享受到李鸿章的恩泽。
我这代从小和普通老百姓孩子
一样，而我爷爷这代人幼年长于
声名显赫的豪门，一出生拥有一
切，待至成人，突然失去一切，从
天堂突然掉入九幽之下，以前所
有为之骄傲的东西，突然都变成
了催命符。这种落差才是最难以
接受的。我觉得爷爷才是最适合
回答“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一夜
之间全部失去，是怎样的经历和
感受？”这个问题。最近看了一些
文章，才渐渐理解爷爷的过去。

我爷爷建国后的几年便改
名，过去一切，诸如家里世代保
存的上至李鸿章、曾国藩、袁世
凯的书信，下到当作范文的张爱
玲中学写作文的本子，诸如此
类，全部烧掉。然后托关系花了
大价钱离开上海，落户于北方一
个城市当了个工人，绝口不提从
前。爷爷有着母语水平的英语，
会说流利的德语，名牌大学毕
业，但后来这些一丝没显露过，
老老实实当个小单位的工人。

爷爷对上到厂长下到小工
都客客气气的。下班后从来不和
工友打牌喝酒吹牛，总喜欢一个
人闲逛，或者在平房前院子里躺
椅上望天发呆，与当时院子里的
众人显得格格不入。过年时单位
发油发猪肉什么的，要是和别人
比少了，从来也不争，任何事从
来都是那么与世无争。

记得五年级那会儿，院子里
有个人做生意挣了点钱，是院子
里第一个私人买车的，那人的爹
是我爷爷的工友，每次坐车碰见
爷爷总要按几下喇叭，然后头伸
出车窗打招呼，说：我儿子开车
带我出去转转，要不要捎你一
程。爷爷总是笑笑说不用了，完
全没有一丝嫉妒羡慕之色。有次
聊天爷爷告诉我，他三四岁的时
候出门都是家里德国原装进口
的奔驰来接送他和老妈子，然后
我突然明白五年级时那个场景。

我大学
毕业在上海
坐飞机出国留学的时
候，爷爷也没来上海
送。估计爷爷可能发过
诸如今生不踏入上海
一步之类的誓吧。

匿名用户2

老爹从爷爷手里
继承下来的是……杀
猪的活计。12岁左右，老爹就开
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屠宰过的
猪，应该数以千计。好吧，必须承
认的是，老爷子还真是颇具天
赋，没几年就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某次，邻村杀猪匠出了个笑
话：杀到一半的猪，挣脱开，撒丫
子跑了，一路猪血狂飙，后面有
人紧追不舍。巧合的是，老爷子
当天喝酒经过那里，这头猪眼见
就奔到半醉的老爷子面前了，老
爷子一看，狠狠瞪了那头猪一
眼。传奇的是，就在这一眼之后，
猪倒地了……邻村杀猪匠就从
此退役了。

匿名用户3

我爸有一个同学是祖传赌
棍。那位叔叔的爷爷旧社会是在
赌场里做的，大概类似于发牌员
一类，掌握多种出老千的技巧。
叔叔的爸爸、叔叔和叔叔的女儿
都是千王之王，本城地下赌场出
名的那种。据说他们去澳门赌，
赌城知道他们有问题，但是调录
像来看，又找不出破绽，于是送
一天的食宿客客气气请他们出
去。我十岁的时候，这位叔叔曾
经教过我一些出老千的办法，可
惜我笨，没学会。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叔叔虽然是个二混子，他女
儿却是位学霸。一路读到博士，
如今工作体面，单位没人知道她
女千王的身份。

匿名用户4

祖上是开镖局的，表弟高考
填报志愿毅然决然地报考了物
流专业……

微观

日志

老板与员工，

期待与失望
□崔滨

知乎网友热议

不一样的
家传祖业

提问：你的家传祖
业，有什么精彩的内行
故事吗？

出处：知乎

脑补春晚

网上曝出了央视马年春晚的
节目单，引来网友们集体吐槽。

@瓦西里：看春晚节目单里
有蔡明等人的小品“扰民”，估计
是追社会热点大妈广场舞，情节
可能是大妈跳舞扰民，青年下楼
提意见，结果是爱的箴言，理解万
岁，感恩的心。

大家继续脑补：
@欣美酱高二了啊喂：蔡明

画着烟熏妆头发烫成一头卷毛身
着一身亮丽的服装。@小白滴V：
蔡大妈可能会说“我和小伙伴们
都惊呆了”之类的流行语。

@大鱼说漫画：没错。里头肯
定有华少不带喘气的连珠炮般质
问蔡明为什么扰民。

@redredbiubiu：脑海充斥蔡
明的娃娃音。

@只有篮板下沿才是我的极
限：蔡大妈每年不跳一曲不幸福。
@江南大野花：结尾大概是蔡明
领舞，所有人冰释前嫌其乐融融
地共跳一曲。@六爻十翼：画面感
形象生动，耳边都响起凤凰传奇
了。@阳阳de时光刻度：然后大家
一起祝全国的老少新年快乐。凤
九爱吃烤地瓜：配上董卿总结，理
解万岁啊！@爱洛喜欢吃凤爪：最
后最炫民族风点题，掌声热烈响
起，观众真情流露！

@星不自：有这么剧透的么！
@轰酱卡布里：你们这么早就破
梗 让 蔡 明 活 活着急 死 吗 ？@ S
liver蹦蹦：感觉已经看完了，画面
感十足，想一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猫的语：春晚还不如到微博里
来取材。

@Oracle-in-Memory：大家都
来当编剧！定义一个鸡肋：话题作
文人人满分。A dele酱：突然好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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