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8我曾遇到的极品女司机
回复里混入了

一些奇怪的东西
出处：萝卜网

天涯社区有个“三十不嫁”的
版块，聚集着很多大龄未婚女青
年。大家互相交流相亲经历、不嫁
的感悟等。看见有女生发帖表述
在情路上或者相亲时遭遇打击、
挫折，大家就会说一些其他大龄
女逆袭的案例来鼓励她。这个风
气持续时间一长，回复里就出现
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1 .我听说一个女性朋友还是
离异的，条件还没你那么好，她无
业，开了一个小店卖杂货的。最后
40岁多一点找到一个比她小4岁的
男人，特别帅，留学回来的。家里又
有钱，开的豪车，也对她特别好。

2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30多
岁的剩女，家是农村的，经济条件
很一般。然后不多久就找了一个
富二代。富二代家里是有私人飞
机的那种。关键是富二代还未婚，
也还是文质彬彬那种。

3 .还有一个剩女，三十多岁，
中 专 职 校 毕 业 。胖 ，黑 ，身 高
152cm。沪漂，家庭农村的，父母有
病。但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和一名
机长认识，机长白，瘦，高，帅。29

岁。现在他们幸福地在一起了。所
以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标准和选
择，绝对不能被别人影响。

4 .小张，40岁，初中毕业，菜
市场卖菜。有一天，一个台湾高雄
的富二代，25岁，来菜市场买白
菜，两人就认识了。富二代看见小
张勤劳的身影，自信温暖的笑容，
一下子就迷上她了。后来天天下
午都来她的摊位前买菜。小张觉
得他也挺好的，一来二去，两人就
在一起了。现在已经去台湾生活
了，听说还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
双胞胎儿子。

网友评论：
ayawawa：各个人都是写言

情小说的潜在作者啊。
陈雪蓉：偶像剧都没这么狗

血。

起初，我也是抱着“没事儿尝
个新鲜”、“你们都玩我不玩不掉
队了嘛”的心态开始玩微信的。不
幸的是，一入微信深似海，开了头
就没完了。这大半年里，我花在微
信上的时间跟CPI一样，控制了
又控制，还是不断上涨，现在，达
到了每天大约三个小时。这是什
么概念呢？专家说了，我们一天的
时间里，除了工作走路吃饭睡觉，

剩下来能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大约是四个半小时，而我居然用
三个小时来和微信做伴，连逛淘
宝的时间都被挤占了，多恐怖。

难怪马云着急啊。
可惜着急也没辙，有些沉溺

就是这么势不可挡。
到底是怎么被微信拖下水的

呢？昨天本人反省了一下，过程大
体分三个阶段：首先是被“不花钱
发短信”的实用主义诱惑，于是没
太走心就让它在我有限的手机内
存上驻扎了下来，当便捷版手机
QQ用，这是茹毛饮血的第一阶
段，这时候还没瘾，这年头谁发信
息还上瘾呐——— 如果不是热恋中
的傻妞的话。正觉得没劲，不小心
就逛到了朋友圈，这一下，豁然开
朗了。微信的伟大就在于根本不
给你产生“其实也没什么用卸了
得了”这种想法的机会，一进朋友
圈，就进了玩微信的第二阶段，瘾
就来了，朋友们的各种晒各种吐
槽各种分享还真勾人，微信的便
捷干净、灵活体贴，着实比微博、
空间什么的好玩多了。于是我一
秒钟变刘姥姥，对什么都有兴趣，
人家说什么都去听听，在极短的
时间内，参观了各种“不管多忙都
要看”、“一口气读完懂了好多”、

“世界上最有趣的十大建筑”、“老
中 医 临 终 前 留 下 的 绝 世 经
验”……这些东西其实网上早就
有，但一整到朋友圈，就让人有了
再看看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比
较有限，当把所有“笑翻了笑惨了
笑尿了这回真的笑尿了”的段子
来来回回看了数十次后，基本也
就有了免疫力，再看到诸如“一万
人转发”、“一百万人分享”、“三千
万人在看”这种怂恿的标题，也就
完全做到泰然处之了，顶多是在
看到数值涨到一亿的时候有点幸
灾乐祸：涨吧，涨到十三亿以后看
你还咋吹，难不成还让全国人民
都转发？于是慢慢地，就把朋友圈
当微博使了。

上面说了，微信是不许你兴
味索然的。看够了朋友圈是吗，还
有公众号等你呢。我很快步入第
三阶段，沉迷订阅号。这回是真拔
不动腿了。因为许多之前很欣赏
的人都在做，订阅又不花钱，手一
松，就订了四五十个，后来精简了
又精简，终于剩下二十个实在减
不动了，这二十个订阅号，基本都
是每天推送两三篇文章，长的几
千字，短的几百字，这就成了我每
天的阅读任务。作为一个社会信
息控，确切地说，重度信息焦虑症
患者，有喜欢的文章在那里，一天
天积攒，不读是极痛苦的，可是读
又读不完，就更痛苦。所以不得不
硬生生挤出有限的时间，投身到
无限的订阅号里。一篇一篇，逐一
读过，看着小红点全散了，才能踏
实睡觉。

前天晚上，我甚至梦见自己
变成了武二郎，漫山遍野的老虎
从四面八方往我身上扑，直接吓
醒了。醒后想了好久，才明白是微
信闹的。

呜呼，微信猛于虎啊。

你经历过的最神奇的事是什么？
出处：知乎
提问：你经历过的最神奇的事情
是什么？

跟帖
@Yutong Zhu：初中奥数考

试填空题在草稿纸上算出答案
是根号下好几百，把这个答案朝
卷子上写，写完一个根号准备写
根号下的数字，这时觉得这个答
案太离谱了肯定不对就不写了，
只留下一个写得不标准的根号
在那里。等卷子发下来那题竟然
对了，一看答案是：5。

@赵世奇：我一同学，某天
指灯发誓自己没说谎，结果刚说
完，灯罩掉下来了，正砸头顶上。

@free_POC：我小时候(大概
两三岁吧)，我母亲骑车带我，在
过农村的一座没有护栏的桥时
连人带车摔了下去，结果她居然
抱住我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回
想一下她不会游泳，我中学时看
到她套着救生圈站在1 . 4m的儿
童泳池里也哇哇叫，站都站不
稳，害怕无比的样子，就觉得我

现在还活着是很神奇的。母爱的
力量。

匿名用户：同一辆自行车，
被偷了4次，都被我要了回来。

@刘大可：读高中时，女友送
我一本书，芥川龙之介的，扉页写
有一段话，无外乎青春期少男少
女的怀春之作。高三毕业时，学校
乱七八糟，这本书不知所踪。其后
两年，在镇江的一家二手书店淘
书，看到本芥川龙之介的书，觉得
亲切，就拿来看了看，翻开，扉页
上正是女友的题字。

@连云：我去拉萨旅游的时
候把身份证丢了。后来回到深
圳，在群里和朋友聊天(群名片
是实名)，公司的某同事说你是
不是丢了身份证。我说是。他跟
我说这是他在拉萨旅游的时候
捡到的，看到上面是深圳市的，
就带回来了。

@于秋实：从上海回宁波，
兜里只有20块钱，车票要98元，
在上海南站买了刮刮乐，两张10

元的，都中了50元，买了98元的
车票，回到宁波用剩下的两元坐

公交车回去了。其实当时还有银
行卡，能取钱，只是想碰碰运气，
还真中了。

@朱江涛：那时候我不学无
术外加叛逆高峰期，在学校出了
名的坏学生。那时候在追一个女
生，那个女孩对我说：“如果你晚
上能把老师今天布置的英语卷
做完，我就答应你。”于是放学后
我就径直回家，我那帮朋友还问
我今天怎么这么反常，放了学不
去玩，回家干什么。我说我回家
学习呢！之后他们先是不信后是
嘲笑，说别装了，装样遭雷劈。谁
知道当天晚上十点左右突降雷
阵雨，一道闪电瞬间劈坏了我家
电箱！就在我头顶冒电花。然后
吓我一大跳！我就把卷子撕了，
睡觉去了。第二天告诉了她，她
笑得合不拢嘴，还是答应了我。

@MichaelZhang：曾经有一
个同学，听力25道题，他一题没
听，全蒙对了！

@高鹏：连续两年寒假回
家，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都是同
一对情侣，我觉得挺神奇的。

微信猛于虎

□李月亮

热帖

日志

发帖：留一手
来源：新浪微博

1 .小题大做型
我有个表妹，拿了驾照后马

上第一时间买了车，然后就上了
高速，奔赴老家衣锦还乡。上了
高速后，放着小曲，美得不得了，
可突然发现车子不停地在“突突
突”的抖动，马上给我打电话：

“哥，我在高速上，刚买的车，车
轱辘要掉了！你快来救我。”

我说：“你别慌，稳住方向
盘，靠边停好，打好双闪，从后备
箱里拿出警示牌立在你的车后
方。打电话叫救援，我也马上过
去。”

我一路飞奔过去，突然发
现前方地上竖着一个破拖布，
拖把上面贴了一张纸，上面写
着“前方禁止通行”。我想，这高
速咋还禁止通行了呢？还弄个
破拖布竖在地上作为告示？我
硬着头皮过去，看到了前方我
表妹停着的车，我问她：“你弄
个破拖布是啥意思？你后备箱
里的警示牌呢？”“扔了。”我问：

“你车啥情况啊？”
她说：“我车轱辘要掉了！”
这时候救援的也来了，检查

了一下车子，发现一点问题也没
有，救援的也一头雾水。

“小姐，您这个车没问题啊。
您再开一下试试。”

表妹上车，挂挡给油，结果
她的车稳稳地压在了马路中间
的那条实线上面，由于实线就是
防止司机压线，上面设计了一些
小的凹凸不平的突起，车子一旦
压上后，就会抖动，提醒司机压
线了。而我表妹就这么压着线一
直开。

“你们看，这车是不是在抖？
车轱辘要掉了！你们感受到了
么？”

我和救援的人对视了一眼，
默默无语。

2 .为所欲为型
这类女司机虽然驾校毕业，

但在驾驶过程中，早就把交通法
规扔水沟子里了。她们完全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外界的一切都与
她们无关，她们有自己独特的一
套法规，那就是随心所欲。

那天我在长安街，突然前面

有辆车咔的一个急刹车，后车门
打开下来了一个老太太，慢悠悠
地横穿马路扬长而去，惊出我一
身冷汗。可等了半天前面的车还
是不走，我下车过去，拍拍她的
车窗，车窗摇下，果然是个女司
机。

“妹妹，这里是长安街，不能
停车的。”

“我妈去银行办事，我得在
这里等她。”

“那你换个地方停啊。”
“我换个地方停，我妈办完

事出来后找不到我了，怎么办？
我就得在这等！”

哥瞬间石化了。
3 .臭美型
车本质就是个代步工具，而

到了一些爱美的女孩手里，变成
了装饰品。车里满是各种挂坠贴
纸、瓶瓶罐罐化妆品，后面还堆
满了各种娃娃，把后车窗堵得严
严实实的，就差把自己闺房都搬
到车里了。这种车，你进去连个
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后排座上面
一大堆衣服、购物袋、盒饭、地上
一堆鞋，令人无法直视。一个急
刹车，车子叮咣烂响，不是车坏
了，而是瓶瓶罐罐都掉了。

这类女司机还喜欢穿高跟
鞋开车，抱狗开车，边开车边化
妆，是标准的马路杀手，遇到的
话，一定要坚决躲避。

那天我行驶在路
上，迎面过来个车，
我一看这司机的
脸怎么这么长？还
满脸毛？离近了一
看，原来是个女
孩 抱 着 一 条苏
牧在开车。

4 .独门绝
技型

这 类 女
司机，经常会
自创一些匪夷
所思的 独 门 绝
技，你永远想不
到她们脑子里想
的都是什么。

那天看了一个
视频，一个女司机倒
车的时候，由于不会看
后视镜，开着车门，把
身子探出去一边往后

看一边倒车。结果不小心，一失
足从车上滚了下来。车在无人驾
驶的情况下，原地360度开始转
圈。该女子一个地滚翻+鲤鱼打
挺爬了起来，开始绕圈追车，最
后一个鹞子翻身跳入车中，关车
门，一溜烟跑了。真是女侠！

5 .临阵磨枪型
经过了驾校的流水线制造

出厂，上了马路之后发现那些曾
经死记硬背的交通法规、汽车操
作常识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这
类女司机有个优点，就是求人不
如求己，有啥不会的，边开车边
查资料。这叫作：现上轿，现扎耳
朵眼。

有一天，我行驶在路上，前
面的快速路上有一台车在龟速
行驶，忽而向左，忽而向右，飘呼
呼。我从旁边超了过去，隔着窗
户一看，这位大姐趴在方向盘
上，左边一本书，右边一张地图，
在那研究呢。

我摇下车窗说：“大姐，开车
看书太危险了。”

“大兄弟，没事儿。我刹车坏
了，我查一下说明书。你先走
着！”

听闻此言，惊出了我一身冷
汗，我一脚油门赶紧跑了！

微观

10年前流行一句话叫做“21世纪必须掌握的三大技能：外语、电脑、开车。会说句hello，就算
是会外语了，会上网聊个QQ，就算是会用电脑了，然后不管有车没车、有用没用，一大拨学车大
军涌入了驾校。90天的流水线批量化生产后，他们步入了社会，许多成了马路杀手。女司机往往
是马路杀手中最奇葩、最令人啼笑皆非、最不按套路出牌的群体。接下来我谈谈我遇到过的那
些极品女司机。

发帖人：要不是我
出处：新浪微博

我今天上厕所时想到的致富
经，希望大家夸夸我，不然等我以
后变成富婆了你们只能哭着说苟
富贵勿相忘了。

我要去写言情小说，但走的
路线和别人的不一样，我的路线
是大小通杀，寓教于乐，每个学期
开学老师都组织卖给学生，人手
一本。你知道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吗？因为寓教于乐啊！

比如，慕容云海牵着楚雨荨
的手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你带我来的是哪儿啊？”楚雨荨
问。

“四川盆地。”慕容云海邪魅
一笑。“四川盆地西依青藏高原，
北近秦巴山脉，与汉中盆地相望，
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
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
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
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
大凉山，东南边缘相望于武陵山。
这里的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岩
和页岩组成。这两种岩石极易风
化发育成紫色土。”

又如，“我们分手吧。”慕容云
海说。楚雨荨说：“为什么我的心，
这么疼？”

慕容云海说：“疼痛通常由导
致组织损伤的伤害性刺激引起。
刀割、棒击等机械性刺激，电流、
高温和强酸、强碱等物理化学因
素均可成为伤害性刺激。组织细
胞发炎或损伤时释入细胞外液中
的钾离子、5-羟色胺、乙酰胆碱、
缓激肽、组胺等生物活性物质亦
可引起疼痛或痛觉过敏……”

类似于这样，我就发财了。

慕容云海

教你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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