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网友玩坏的动物们曼联不是好惹的

上周欧冠的比赛中，曾被球
迷视作“大礼包”的曼联，抵抗住
了拜仁的狂轰滥炸，双方战成1:1，
不仅没有输球，还让拜仁的两名
后腰先后吃牌，缺席下一场的比
赛。所以，赛后被吐槽的是拜仁，
当然另外几场比赛也逃不了被吐
槽的命运。

@低调的塑像；我觉得拜仁球
迷现在的感觉可能和抽奖抽到

“谢谢惠顾”差不多。
@取名无力就叫亲哥好了:《英

国每日电讯报》消息，在曼彻斯特
市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一名到曼
彻斯特市旅行的德国游客收到一
个据称来自英国友人的大礼包，
结果当他拆开时却发生了爆炸。
所幸爆炸并未危及性命，但这位
游客的腰部遭到了严重伤害。

@英超各种黑；其实这个结果
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莫耶斯在欧
冠1/4决赛中从来没有输球的纪
录。

@捂脸逃窜：作为一个80后，
我是看着意甲长大的。看了巴黎
圣日耳曼3:1战胜切尔西的场上阵
容，我不禁热泪盈眶，高中时的梦
想终于实现了——— 亲眼看到意甲
全明星队有多强大。

@LHZ：本赛季的多特蒙德饱
受伤病和停赛的困扰，本场比赛，
尽管对手是强大的皇家马德里，
但他们还是克服种种困难，达成
了赛前制定的目标：凑齐11人的首
发阵容。

@冲出亚洲走向美洲：看巴黎
圣日耳曼和切尔西的比赛就像看
两个土豪赛车，法国土豪开着赛
车甩开了俄罗斯土豪两个身位，
看来俄罗斯土豪要花大价钱换换
发动机了。

@你这是想红你造吗：阿根廷
球迷：“巴黎圣日耳曼和切尔西的
比赛，双方加起来有7名巴西国脚
在场，确定比赛胜负的却是两个
阿根廷人。”巴西球迷不服：“我不
能同意你的这种说法，路易斯的
失误和乌龙也很关键！”

@火木头：去年皇马做客威斯
特法伦，多特蒙德热情地用四喜
丸子招待他；此番多特蒙德来到
伯纳乌，主人也贴心地为他们准
备了三鹿牛奶，不过皇马在场上
找来找去没找到去年做四喜丸子
的主厨莱万多夫斯基。

话说二百多年前，发明电话
的那位贝尔先生，本来是想搞一
个“能让聋哑人用眼睛看见声音”
的机器，因为他的富二代老婆是
聋哑人。未承想，拿着富豪岳父慷
慨解囊的资金研究了几年后，他
的实验方向跑偏，本想造福聋哑
人的“看见声音的机器”没成功，
倒是发明了给全人类带来福音的
电话。

托这家人的福，一百多年前，
慈禧啊，光绪啊，溥仪啊，也都用

上了电话。有记载，晚年的慈禧被
迫常住颐和园后，就是靠电话遥
控北京城的要员，牢牢掌控政权
的。而同样是电话，在溥仪手里层
次就低多了，他主要是坐在养生
殿里拿它跟长春宫的文绣谈情说
爱，或者跟外人们搞搞怪。有一次
他心血来潮，想听听洋学生是怎
么说话的，就给胡适打电话，说：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
是谁？”胡适猜不出来，溥仪一阵
狂笑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
统啊！”一下就把胡适整蒙了。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1989年，
彼时我也10岁了。旧时王谢堂前
的电话，终于飞到了我们寻常草
民家。家里安上电话当天，我爸在
邮局测试，听到他的声音从话筒
里刺刺啦啦传来那一刻，我忍不
住哈哈大笑，不管我爸在那边说
什么，我都像个神经病似的，攥着
话筒爆笑不止。

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人是可
以这么说话的。

又过了十几年后，在我大学
时期，手机出现了。当时打电话虽
已司空见惯，但发短信却是新鲜
事。我这边发个“晚上一起吃饭”，
对方很快就回一个“你请客”，挺
有意思。那时候话费贵，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短信都是我和朋友们
交流的主要方式。

工作以后，情况又变了。最早
我在一家杂志社供职，我们五六
个编辑和主编一个办公室，主编
怕吵，工作时间不许办公室有任
何多余的声音。可年轻小姑娘不
说闲话怎么过得下去？于是大家
很自然地在QQ上各种嘚啵各种
扒拉。你看着办公室里没人说话，
其实那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可
是聊得极欢呢。后来有个广告部
的大姐临时搬到我们办公室，她
不会打字，几乎憋死了，数次表达
不满：凭什么不让人拿嘴说话！我
们都劝导她，时代发展了嘛，科技
进步了嘛，好好学打字吧。形势逼
人，那大姐最终艰难地学会了打
字 ，我 们 都 把 这 当 做 功 德 一
件——— 在这样的世界，不会打字
怎么混得下去？

可是微信再一次改变了我们
的认知：不必打字，摁住某个键说
话就行了，而且它还有语音输入
功能，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想让
对方看你的文字而不是听语音，
那么只要打开那个“语音输入”对
着它说话就行了，它转眼就能把
那些话变成字，特方便。有一次家
里电脑坏了，我甚至通过口述完
成了一篇稿子。

多神奇！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安装

了微信的手机，不就是贝尔当初
想要的那个“能让聋哑人用眼睛
看见声音”的机器？

贝尔先生，您可以瞑目了。

一场说傻就傻的旅行
发帖人：风息神泪
出处：新浪微博

因为亲戚家出了点事，去看
望了很久不见的长辈，我想着反
正来回匆匆，行李能少则少，于
是只带了手机跟钱包。下这个决
定时我心中隐隐骄傲，觉得自己
相当潇洒，十分随性，有几个人
像我这么有型，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

长辈见到我，颇为激动，絮
絮聊完之后，想是无从表达亲
情——— 抓出一沓钱就想塞给我。

虽然钱我很爱，但我是来看
望长辈的，又不是来打劫的，忍
痛拒绝。她又想塞金饰给我，还
拿了好几个，叫我带给其他小辈
均分。随后还试图塞茶叶、吃食、
特产……

我都拒绝了。她有点儿不高
兴，眼睛一直在家里东西上打
转，估计只要我说句想要，立马
就要打包给我。连旁边的盆景假
山多看了几眼，也问我要不要找
个行李箱装回去。

在这种气氛下，我颇有压
力，觉得一定要找个安全的话
题，总之稍微值钱的东西都不要
沾边。看到饭桌上才收拾到一
半，有个黄色的长条木头状物体

斜搁在那儿，干巴巴地说：“这个
是什么？倒是有趣……”她冲口
而出：“洗锅刷，给你吧！”“……”

我记错了时间，差点错过飞
机，临行鸡飞狗跳，她在门口，再
次试图塞一大堆东西给我。我头
晕脑涨，相衡取其轻，就真的指
着那玩意：“那个就可以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不作死就
不会死。

于是我真的拎着这东西上
了车，并且因为行色匆匆，还将
袋子撕破了。虽然立刻想到“扔
了吧”！但想着她的眼神和态度，
一时心中不忍。长者赐，不敢辞。
鬼使神差，居然真的拿着这个去
过安检。安检小哥熟练地将筐递
过来：“请将您的随身物品……”
下半句噎在喉咙里。

我把手机和洗锅刷放了进
去。扫描传送带后面的安检人员
迟疑地将它拿起来，问我：“这
个……是什么？”

我凝神聚气，痛苦万分地回
答：“……洗锅刷。”

他拿起来，轻敲，又倒过来，
还细细摸了一次。他还叫旁边两
个同事一起过来研究！

顶着他们看犯罪嫌疑人的
目光通过了安检，上飞机时，笑
容甜美的空姐迎着我：“中午

好……”
我心中痛悔，早知道去年夏

天就晒黑一点，希望此时她们高
抬贵手，眼睛稍微花一下，说不
定能当这东西是比较古怪的异
域工艺品。

这班飞机座位颇空，散客很
少。主要旅客是一个疑似学术考
察团，下飞机走过道时，只见一
群文质彬彬的中老年人一身书
卷气，拖着行李箱，互相轻言细
语。

我走在这群仙鹤中间。身上
空空荡荡，一件行李也无，只右
手拿着一个半臂多长的洗锅刷
(二手，已裂，黄色珍藏家传版)，
一脸高深莫测。

出接机口时，一堆人挤在那
儿，有拿牌子的，有捧鲜花的，个
个目光热切。有一瞬间万众瞩
目，一定只是无聊的错觉。我视
线锁定，死盯地板，大步向前。虽
千万人吾往矣。这画面太美我不
敢看。

来接我的司机将头探出车
窗：“飞机晚点了吗？我等了快一
个小时……这啥啊？这么大一
个，你拿着这东西干吗？”

一瞬间我悲愤莫名。但最后
我还是蔫不唧地将话咽了下去，
幽幽地回答：“为了部落！”

网友们的想法永远都是没有边际的，近日，可怕的蜈蚣没
有逃过恶搞的命运，成为大家吐槽的对象。我们回顾一下这
些年来，被网友恶搞过的动物实在是数不胜数，如果它们有
思想的话，一定会咆哮道：“够了，请放过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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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说话

□李月亮

热帖

日志

微观

出处：天涯
提问：从小到大，大家遇到过

什么丢脸的事？
跟帖：
@宅啊宅：很多年前我和两个

朋友在逛街。路遇小狗一条，我和
A学狗叫都很像，所以装狗叫逗
狗。结果狗狗当真冲上来了，冲我
们一路狂奔加狂叫。

@36678057：我这个人口水很
丰富，睡觉的时候都流口水。这是
背景。一次去超市，第一次看到那
么大的鱼，看得惊呆了，嘴巴当时
是张开的，微张，结果口水流出来
了，旁边站了两个导购，正好被她
们看到了。我好想说：我真的不是
因为馋啊！

@晴天娃娃524：小时候姐姐
房间贴了很多刘德华的画报，当时
对明星没有概念，就觉得长得好
看，然后在我以为房间里没有人的
情况下亲了照片好久。然后回头，
我姐一直盯着我，那眼神一辈子忘
不了。

@猫咪瓦纳萨：我是一个近视
眼，但不爱戴眼镜。一次在过学校
桥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圆滚滚的
东西向我跑过来，我以为是只小狗
呢，就立马兴奋地蹲下来，嘴里还
嘬嘬嘬地呼喊着。等到那个物体碰
到我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个篮
球！忘不了那篮球的主人看我的眼
神！

丢脸的事不堪回首

企鹅 鸟纲企鹅目

作为极地的常驻萌物，胖胖
的企鹅一直都是网友恶搞的对
象。更让企鹅郁闷的是，它是QQ

的“形象代言人”，每次大家恶搞
QQ的时候，就会拿自己开刀，实
在是忍无可忍了啊！

今天上小学的儿子突然问我：
爸爸，你知道企鹅为什么只有面前
是白的吗？我答：不知道啊！儿子一
副认真的样子，对我说：因为它的
手很短，只能洗到自己的肚子。

企鹅喜欢一起行动，远远地
看过去就像一帮上班族，就像挤
地铁一样，只要前面有一个带头
的企鹅先跳水里，后面的也都会
跟上，所以经常能看到一只企鹅
一不小心摔倒在水坑里了，后面
的企鹅就一个个地往水坑里挤。
换成一堆人的话，就是看到地铁
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再
说，也不看看是几号线。

企鹅GG和企鹅MM去约会，

企鹅MM还没有到约会的地点，
企鹅GG就一直左看看，右看看，
左看看，右看看……企鹅MM来
了后看见企鹅GG这个样子，怒
了！一巴掌扇了过去骂道：“你以
为你在登录QQ啊！”

树懒 哺乳纲披毛目

众所周知，树懒是一种很懒
的动物，连名字都带着个懒字，现
在成了濒危物种。它们懒得喝水，
吃东西懒得嚼，5天才下树一次是
为了便便，便便之后体重减轻
30%，平均每天移动距离不超过40

米，简直是生来就是为了被吐槽
的家伙。

树懒能活下来是因为非常的
不好吃，有节操的肉食动物，除非
饿疯了，不然是不会吃树懒的。

树懒会打架吗？树懒这辈子最
痛苦的就是，树懒老死了，那一巴
掌还没挥出去。树懒这辈子最最痛
苦的是，这一巴掌挥出去了，还要
等对面那个树懒挥一巴掌过来。

仓鼠 哺乳纲啮齿目

作为吱星人中的亲善大
使，仓鼠依靠自己圆软的
身段，摊开以后那扁扁
的样子，获得了糯米糍
的雅号，喜欢存食到自
己的超大腮帮子里的
它们，同时又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吃货，不
被恶搞就奇怪了。

在宿舍养了一只
小仓鼠，一直喂它吃瓜
子。养过的都知道，仓鼠
喜欢把瓜子都嗑好藏起
来。某天给它换笼子里的
木粉，顺便把所有的存货
都扔了。仓鼠进去后不停
地翻来翻去，啥都找不
到，最后迷茫地瞪着我。
舍友看着它可怜巴巴的
样子说：“这孩子就跟让
人盗号了一样……”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
今天起来觉得特不好意
思。于是打电话给兄弟
说：“哥们，真不好意思，

昨晚喝大了。”朋友回复说：“兄
弟，喝醉乃人之常情，但是你昨晚
把我的仓鼠扔了出去，还大喊一
声：‘去吧！皮卡丘！’”

大熊猫 哺乳纲食肉目

熊猫外号滚滚，是萌的化身，
滚滚从头到脚都能吐槽。滚滚有
两大法宝，一个是球形身材，一个
是白加黑，只要有这两个法宝在，
怎么发癫，最后都会成为卖萌。

熊猫深爱着小鹿，表达爱意
时却遭到拒绝。熊猫大吼：“为什
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小鹿胆
怯地说：“我妈说了，戴墨镜的都
是不良少年。”

有一只老虎感冒了，想要吃
掉熊猫，熊猫哭了：“你感冒了，干
吗要吃掉我呢？”老虎说：“广告上
都说了，感冒就要吃白加黑！”

大熊猫有三个愿望：能照张
彩照，能把黑眼圈治好，除了竹子
还能吃点儿荤菜。

斑马 哺乳纲奇蹄目

吐槽原因：如果不是因为那
些黑白相间的肤色，斑马也许会
像普通的马儿一样，快乐地在草
原上驰骋，可事实却是如此残酷，
最近那匹站在斑马线上伪装起来
的家伙更是火上浇油，认了吧，就
是被吐槽的命啊。

斑马向熊猫求爱十次未果，斑
马问熊猫为什么不答应，熊猫说：

“俺娘说了，文身的都是坏人！”斑
马听后十分生气地说：“俺娘还说
戴墨镜的全是不良少年呢！”

一天，斑马妈妈与儿子去公
路上游玩，在半途中儿子失踪了，
它便开始找，看到公路旁的斑马
线时突然哭着说：“我的儿啊，是
谁把你轧成这个样子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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