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千万不要舔铁门

弹琴时

你在脑补什么

朋友说，她有个姑姑从偏远
山区来看病，住在她家，老太太
一辈子住在山里，不会开车门，
对网购、微信、信用卡之类的东
西更是闻所未闻。看着朋友6岁
的女儿玩iPad，像看UFO。结果有
天女儿很认真地偷偷问她：“这
奶奶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吗？”

朋友说，好笑吧？我说你女
儿好笑，奶奶不好笑。

不但不好笑，而且令人忧
惧。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生活方
式变革最剧烈的年代。拿来自
1979年的我来说，我小时候，家
里唯一的电器是收音机，我妈要

跟五十公里外的姥姥说话，最便
捷的方式是写信，而衣食玩具的
匮乏、生活方式的单调就更甭提
了。

试想，如果有个我的同龄人
在少年时忽然生病，丧失意识，
到今天才醒过来，或者他好好地
活到了2014年，却遭遇意外失去
记忆，对生活的印象停留在三十
年前，那么，当他忽然醒来，重新
打量这个世界，会不会觉得自己
穿越了？

用社会学家的话说，世界正
进入高速前进通道，每天都有诡
异的新事物出现在我们眼前。我
有时候很庆幸自己没有早生二
三十年，因为在这个科技、信息
时代起跑时，我还不老，尚且能
够撒丫子跟它一起跑，不至于被
远远甩在后面，变成个从旧社会
穿越来的古董。但同时，我也常
常忧惧：它跑得越来越快，而我
的智力精力势必越来越差，那么
几十年后，我必将大大落后，渐
渐搞不懂年轻人都在玩什么，成
为新时代的弃儿。

我之所以不敢嘲笑山里来
的老太太，不是因为良好的道德
修养，而是因为，我隐隐预料到，
那将是未来某日的自己。非常有
可能，我们在垂垂老矣时，期期
艾艾地念叨着微博、微信朋友
圈、苹果安卓APP，换得孙儿们
轻蔑而敷衍的疑问：那是什么？
而我们看着他们手里难以理解
的高科技玩具，也忍不住问：那
是什么？

这情景想想就令人忧伤。
想我爷爷那一辈，他们从

出生到离开，世界基本都是那
个样子，吃的住的玩的用的，变
化微乎其微，他们的世界，永远
是他们所熟知的。而我儿子这
一辈，自懂事就玩起了电脑、
iPad，也清楚地知道网游、团购、
wifi、支付宝、滴滴打车，将来他
们面对的世界，预计也将是自
己熟知的。而我们，从以收音机
为奇物的时代穿越而来，走向
全面电子化智能化的难以预测
的未来，经历了各种翻天覆地，
各种日新月异，坚持不懈地学
习，持续不断地获得新鲜体验，
飞快地跟从前的生活失联，跟
过时的自己告别。未来对我们
来说，比从前的所有时代都更
具未知性和冲击力，这究竟是
幸还是不幸？真的很难说。

前几天大扫除，我从家里翻
出许多旧物：装磁带的随身听、
装光盘的CD、电子书阅读器、采
访用的录音笔、低配置卡片相
机、非智能砖头手机……它们都
还好好的，但都将再也派不上用
场，它们都曾是闪耀着智慧光芒
的高科技产品，但没荣光几年就
都被更高的智慧取代了。

当然，那些取代它们的，也
必将被取代。而那更高的科技是
什么呢？我们即将走向一个怎样
的未来呢，没有人知道。

分手的理由真的很好想

我们穿越而来

□李月亮

热帖

日志

微观

分手时最难的是什么？估
计很多人想应该是找分手的理
由。

其实，分手的理由真的很
好想，只要你放下节操，忘却人
与人之间的信赖，分分钟就能
找到一个分手的好理由。

当然这些理由是不可能靠
谱的。

这些理由

好像可以接受

@李楚君子冉：她问我LOL
(英雄联盟)重要还是她重要，我
说LOL重要。

@阿呜卵金森：考试成绩
比她好，上课被老师表扬了。

@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是什么星
座！我们都处三年了！

@小胖子家阿汉子：因为
他敲鸡蛋喜欢从尖的地方先
敲，而我喜欢从大头的一方先
敲。

@enohehe：那货不带我玩
游戏，果断盗了他号分手。

@哈哈哈哈你猜猜我是谁
啊：他说他有娃娃亲要结婚了

对不起我！
@mmmmmm小盆友：跟

男友吵架。男友说：我不能哭，
我 要 坚强！我的心突然就软
了。结果这货又说了一句：因
为我的睫毛膏不防水。果断分
手！

@Amy：因为你姓马，可我
家里没有草原啊！

@yy陈岩：因为我们同一个
姓！

@Wsqqqq77：他吃泡面没
有给我留一口。

@廖其力：你是杀马特，我
是非主流，我们不能在一起。

@贱上开花人人胡：两博
士恋爱，某日，两人讨论水滴从
极高处降落砸中人体是否会造
成伤害，意见不合，遂分。

@江湖庸医：怕以后和你
分手，所以就现在分手。

@Aaaaartyseven：我英语六
级已经过了，而你却还在考四
级。

@账户七块五-：1 .你是重
点班，我是普通班，接受不了异
地恋。

2 .她说她喜欢EXO，那只能
分手了。

能想到这些理由

也是蛮拼的

@黄悦悦悦悦：我存了钱
给她买好吃的，她说土豪做朋
友吧，我说好啊做朋友，然后女
友就成朋友了。

@玥：给他妈妈汇钱时没有
微笑。

@金属墙：她说我不是黄
钻贵族。

@死大：你没有帮我交那30

元的话费。
@UYDEeo的夏：她说我当

年没追她就答应了，然后说让
我重新追她，然后就没有然后
了。

@墨离路：因为他想过光
棍节。

@LIXIAODAN咯：我家的
狗不喜欢你……

@阿波次得一无鱼：我问
她没房没车你还爱我吗？她说
当然，她是那种物质的人吗？然
后她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
红色。她说：“分手吧，我喜欢蓝
色，我们喜好不一致。”

（据都市圈圈网）

好奇心让人类进步，也让人类忍不住犯傻。冬天，在寒冷的北方，很
多家长都会跟家里的小孩交代一句“你们大冬天可别舔大铁门啊”，可
是，总有小孩忍不住去舔铁门。

弹钢琴的时候脑子里想些什
么？有的人弹曲子，脑子里自动构
建画面。不同的曲子，脑补的内容
也不同。

对于认真的人来说，脑补画
面是与音乐本身所表达的情绪一
致的。可是，对于走神的人来说，
弹奏时脑子里出现的内容就各不
相同了……有人能从曲子开始一
直走神到曲子结束。

@戴燃：第一遍拿到曲子：好
长啊，这什么鬼，怎么还没完，终
于完了……

练习中：求手速，别卡啊，弹
匀，怎么把这个十度糊弄过去，根
音按住，手好酸，放松，渐弱渐弱渐
弱……

演出时：好多人，我胳膊冷，
我抬手，我甩头，我头发粘嘴上
了……

还有一次，我脑子里想的是：
我煮的咖喱是不是要糊锅，弹完
这一遍赶紧去翻两下。

@谭盾牌：难的曲子：前方高
能预警，不好弹的地方快来了！快
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千万不要卡
壳！简单的曲子：一脸认真地走神。

@Annie Sue：冬天：哎呀手
好冷不想弹，夏天：哎呀好热弹不
下去了。

@袁媛：各种走神，弹着弹着
就开始思考人生，思考着思考着
就抑郁了，抑郁着抑郁着就开始
哭 了 。你 若 问 我 悲 伤 了 怎 么
办……直接盖上盖儿走人！

@BlairShang：弹的时候经常
会有如下心理活动：

“左手怎么全是八度，爬来爬
去的好难控制，力度怎么都弹不
流利，这个曲子好变态，可是好好
听！”

“啊，这边的和弦配得太赞
了，下次编伴奏我也要用这种啊
啊啊啊，受我一拜啊啊啊啊，真的
好好听！”

“这里的指法简直就是在反
人类反人体工学啊啊啊，我来改
一下……改了更别扭……好吧还
是按原来的弹吧。”

“这颤音怎么处理啊，怎么我
的手指像萝卜一样不听使唤啊！”

每次弹曲子都怀着对作曲家
膜拜的心情，全程星星眼。

@云不知：我小时候练琴也
是走神。走神的时候，基本上想的
是：“怎么还没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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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让人类进步也让人
类忍不住犯傻。冬天，在寒冷的
北方，很多家长都会跟家里的小
孩交代一句“你们大冬天可别舔
大铁门啊”，可是，总有小孩忍不
住去舔铁门。

舌头触碰铁门的瞬间，

被冻在了铁门上

网友“井幽幽”用一条长微
博，讲述了自己在上班路上被铁
门诱惑，舔了一口小区铁门，结
果舌头掉了一层皮的作死经历。

冬天舔铁门这件事，“井幽
幽”5岁的时候曾经试验过一次，
那一次，她想尝尝铁门是不是如
别人所说的那么甜，结果，舌头
触碰铁门的瞬间，被冻在了铁门
上，她在这片冰天雪地里，对着
铁门伸着舌头哭天抢地地嗷
嚎……

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这
个冬天，“井幽幽”22岁了，因为
上班出门早了，在小区门口看到
了带着霜的大铁门，就想看看这
回还能不能粘上。“然后我就魔
怔 了 … … 舔 了 舔 嘴 唇 走 上
前……”时隔17年，“井幽幽”的
舌头和铁门又一次粘在了一起。

舌头与铁门粘在一起，

该怎么办？

舌头与铁门粘在一起，该怎
么办？有过惨痛经历的人告诉
你，别试图用唾液化开，那样会
越粘越紧，最后嘴唇也粘上去
了。因为北方的冬天室外实在是
太生猛了。

正当“井幽幽”心生绝望的
时候，小区门口的保安注意到了
她，然后拿来几瓶二锅头，往“井
幽幽”嘴上浇。“三瓶二锅头见底
了，我终于和大铁门分离了。可
是我的嘴已经不听使唤了……”

整个过程被三个背着书包
上学的小女孩看到。出于好心，

“井幽幽”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们：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舔铁门
啊！”然后灰头土脸地走了。走了
一会，突然想起来，应该把酒钱
给保安，然后好好道谢，“井幽

幽”就往回走。结果，在小区门口
看到了刚才那三个小女孩，舌头
正粘在大铁门上……

网友评论：
@cOMMANDO：我的家在

哈尔滨，冬天的时候气温总有零
下20℃，那时候我在上小学，中
午要回家吃饭，有一天中午，我
走过一片低矮的平房时，忽然注
意到身边某个房子的铁制房门。
然后……在一种神秘的情绪驱
动之下，我莫名其妙地伸出舌头
舔了上去。舔上去之后我就觉得
不太对劲，但是舌头已经被粘在
了铁门上。我和铁门僵持了大概
1分钟，痛下决心使劲一撕……
我就不描述那有多疼了。作为一
个舔过铁门的东北人，我也不知
道自己为什么要舔铁门……

@好学生AzurBlau：来自南
方好奇的孩子可以试着买一根
外面有一层冰皮的冰糕，就像冰
糕工厂那样的，从冰柜里刚拿出
来的时候马上打开，然后用舌头
舔一下，能微微感受到这种感
觉。

@羽莀是个小美人：南方的
朋友想试可以打开冰箱冷冻层，
舔一下冰箱壁。

@颜羽漪：小时候舌头就这
么被粘在冰棍上，一边哭一边拽

舌头。
@人心浩瀚：科普一下，因

为铁的金属热容比很小，所以吸
收热的能力很强，加上气温低，
被粘住舌头就正常了。

@阿歪o_0：小时候有次心血
来潮舔了下铁的篮球架，不要问
我为什么舔，就是任性，然后我
默默地捂着伸出来的舌头等着
上课铃响，然后流了一溜的口水
也撤不下来，门卫看不下去了，
过来一吓我，我猛地一退。后来，
我疼了一星期。

@微凉的你：好想试试，要
不我舔一下我家楼上的铁栅栏
吧。

@大叔心少女_：我来北京之
后听过不少这样的事。我觉得主
要原因在父母。父母提醒孩子千
万不要舔……孩子本来没有这
种想法，但家长说了之后，就魔
怔 地 在 脑 海 中 一 次 次 地 浮
现……

@三爷不加V：小学四年级
的时候，深冬，很要好的一个小
伙伴在我家玩，当时我在屋里他
在院子里，突然看到他在窗外张
着嘴跟我打招呼，凑近一看，舌
头粘在了窗外的铁栏杆上，隔着
玻璃我当时已经笑得岔气了。

(据《现代快报》）

国内奇葩零食

要走高大上路线

之前大火的辣条已经顺利
走出国门，成为了零食界的高大
上。现在，国内的奇葩零食“唐僧
肉”也不甘寂寞，开始在国外的
亚马逊上崭露头角。

如果在国外的亚马逊上搜
索“tangsengrou”，这种归类为辣
条的“唐僧肉”就会显示出来。亚
马逊上的“唐僧肉”20包起售价为
22 . 99美元，折算下来一包的价格
在7元人民币左右。有网友表示，
这种价格和小时候1毛到5毛一包
的“唐僧肉”比起来，简直是天
价。

除了“唐僧肉”之外，玉米肠
以及泡椒凤爪都能在国外的亚
马逊上买到，这些零食的价格和
国内比起来都高很多，看来都准
备走辣条的高大上路线了。

有网友说，其实国内还有很
多奇葩零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都出现在国外的亚马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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