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时代因为考试闹出的笑话
大学师姐加我微信，我有点

小激动。想起大一时，她在我们
宿舍不遗余力地谈人生说理想，
普及占座打水不挂科秘笈，比班
主任对我们帮助还大。因此一见
她的名字，我连戏词都想起来
了：转眼间十年未见，真叫人感
慨万千。

师姐热情一如以往，她说，
我找了你好久哇，接着发来七八
个亲亲抱抱的表情。我亦以同样
的热情回复。然后我们简单忆了
忆旧，又交流了下现状。她过得
不错，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太清
闲，”她说，“所以我还兼职做微
店卖化妆品，你以后可以从我这

拿，保证物美价廉。”
我当即应允，随后真的从她

那买了一些。只是，实话说，不太
好用。

后来我们又聊过几次，却总
是聊不了几句话题就被生硬地
拐到化妆品上。“你试试这款洗
面奶吧，特棒，还有这个BB霜，我
一直用。”她说。

我于是又买了一次，还是不
好用。

师姐看出我不想再买，换了
“打法”，你帮我在你朋友圈推荐
下呗。我感到为难，我自己都不
想用，还推荐给朋友，怎么想怎
么不厚道。

于是就没推荐。师姐也没再
跟我说话。有时候看到她刷朋友
圈推荐各款新货，我心里会泛起
淡淡的哀伤，想着我们那点旧
情，算是泯了。

前几天我在微店买了次坚
果。一铁杆闺蜜在朋友圈这么推
它：纯正美国坚果，好吃不贵，放
心买吧。我一百二十分相信吃货
闺蜜，就放心买了。结果事实跟她
说的正相反，不是好吃不贵，是贵
不好吃。我去找闺蜜算账，说你推
荐的什么破坚果啊。她懵懵懂懂
地说，我推荐过坚果吗？哦，是帮
朋友推荐的，朋友也是帮她朋友
推荐的，我不了解啊……

不了解你瞎推荐啥。我怒骂
她一通，决心不再在微店买东西
了。

当然，必须得说，我两次试
水微店都惨遭失败，八成是运气
太差，肯定有些微店真如传说中
那么好，或许只是我没碰上而
已。

只是好坏是一回事，多少又
是另一回事。现在做微店的太
多，一刷朋友圈，各色小店嗖嗖
往上蹿，严重破坏了朋友圈的纯
洁性。用我同事的话说，逛朋友
圈跟逛淘宝似的，全是卖东西
的。这说法当然有点浮夸，另一
个同事说的或许更靠谱，他说他
现在不爱刷朋友圈了，因为那上
面只有三种人：买东西的、卖东
西的、吃东西的，看了光添堵。

为了不给人添堵，我立了个
志：坚决不在朋友圈卖东西，尽
量不炫耀买了什么东西，尽力少
刷吃了什么东西。

有趣的是，刚立完志，我看
到一朋友发了这么一条：现在朋
友圈做微商的特别多，跟传销一
样，让人很烦很不舒服……

我看到这里，心中暗暗赞
赏，想着必须赞她一赞。可是，可
是，接下去她说：我现在自己也
开始卖面膜了，可以告诉大家，
不管别人怎样，我卖的都是自己
试用过的，觉得好才推荐给朋
友，朋友圈卖的不是商品，是人
品，信我你就买。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豁得
出去啊亲，哐当一声把人品拍柜
台上了，这要卖光了你可上哪儿
再买回来啊。

若干年后，墓碑上只刻二维码

我想和你谈人生

你却只想跟我谈生意

□李月亮

热帖

日志

微观

还记得知名脱口秀笑星黄
西吗？最近，他的一条段子被广
泛转发：“若干年后，墓碑上只
刻二维码，路过时拿出手机扫
一 扫 ，一 生 的 故 事 就 出 来
了……爱过谁，恨过谁，还牵挂
着谁，简称：扫墓。”在墓碑上刻
上二维码，扫墓时正好扫码。

如此脑洞，让网友惊呆了。
顺着这个思路，猜测还能发生
什么？

除了扫墓，还能干点别的

@宝上越：挺不错的，我的
墓碑就这样做吧，弄上二维码
微信名片，只要谁扫了，就能强
制添加删不掉。大半夜每隔一
个小时就让系统自动发送内
容：“过来和我唠唠嗑儿”，“你
来不来？”“你不来我去了啊。”

@Zxx么么：旁边附上一
句，扫我二维码，和我免费视频

通话哦。
@初家有颗大爱欣：重要

的是，显示在“附近的人”。
@咕咚咕咚biubiudang：还

能视频通话，告诉你那边的天
气总是不太好。

@波仔最爱玩：“扫墓”这
个词古人造得太好了，太有先
见之明了，知道几千年之后有
扫一扫。

@叽里咕噜-噗噗噗：还得
好评，不能中差评。

@讲故事的海豹：扫一扫
还可以送红包转账，更多优惠
请点右上角关注！

@疯贱同学：一坟不扫何
以扫天下？

@懵懂待成长的泽文君：
醉了。到时候再开个二维码墓
碑信息管理公司。每个人一年
收租十块钱。

@Heny朱朱：想到自己死
了也要做一个二维码的，不止

我一个吧？
@啊冯聪：万一聊上了怎

么办？
@i2br：还可抽大奖，别忘

了留言噢。

会看到哪些人生故事呢

@食加实：爱过、不约、保
大、先救我妈、买买买。

@月月秋望不穿暧昧的
眼：那我是不是要选一张最好
看的自拍照放在首页？

@不挑食的王小厮：我得
去武则天无字碑上找找有没有
二维码，女皇帝就是这么机智，
无字碑就是为了让后人给她刻
个二维码的。

@离人心上秋-FT：除了是
名人的墓，其他人的谁敢扫？

@一张嘴一副面孔：以后
或许还有三维码呢。

（据都市圈圈网）

学生时代，考试时遇到不会的题，怎么办？不写吧，肯定扣分的。
怎么办？不如随便猜了。那些不会的题让二货们脑洞大开，填出了一
个又一个让阅卷老师看哭的答案。不信你往下看。洗完澡不能立刻睡觉

因为不能在浴室睡觉

辣条之后，美国亚马逊又推出
了一款很有中国特色的宝贝。不
过，这个宝贝和吃无关，它是用来

“决定命运”的。没错，就是我们小时
候常玩的自制玩具“东南西北”。

这个宝贝除了颜色涂成了黑
色，无论构造还是用法都和儿时的

“东南西北”没有区别。80后、90后
的网友，你们还记得它的玩法吗？
一起回顾下：

用一张方纸叠好后，先由玩家
选定东西南北其中一方。再让玩家
决定步数。将东西南北按照指定步
数，向外向内开合，再看原先选定
方向上的文字内容，(通常有猪八
戒 、孙 悟 空 、白 骨 精 、好 人 、坏
人……)决定命运。

这个几乎每个小朋友自己都
能做的东西，在亚马逊的售价为4

美元，也就是25元人民币。
网友评论：
@朕乃琅琊王氏：小学、初中上

课无聊时就叠这个玩，都叠过上百
个了！我觉得我要成为中国首富
了！

@迷雾迷雾迷了路_：我这儿
只要3块钱一个，颜色任挑，一次买
十个还包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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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本性暴露了

@小5啊：那时候考填句子，
麻雀虽小， 。我憋半天实在
不知道写啥，感觉空着不好，于
是写了个“可以烧烤”……感觉
每个人在学生时代都会闹出这
么一个笑话……

@aspriny：高一时候考语
文，前面一句是“日啖荔枝三百
颗”，有个同学在后面填了“好
吃好吃真好吃”。

@小红大魔王哈：我在“人
生若只如初见”后面填上了“添
酒回灯重开宴”。

@假装在GAOCHAO：“大
漠孤烟直”的下一句难道不是

“小馍香喷喷”吗？

脑洞太大，填不上了

@我是晴天：考化学填实
验仪器，实在想不起来了，感觉
比烧杯要大一些，但是感觉写
烧杯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就写
了个烧盆。

@你的腹肌：初中语文考
试，一个学生在“国破山河在”
后面填上了“家和万事兴”，洗
了全组人的脑。

@时光shadow：小学时语文

考试，有道填空题前半部分是：
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的宽
广！如此的浩瀚！如此的激情！
如此的澎湃！大海对高山说：

，某同学试卷上填写：谢谢夸
奖！

@不可抗栗：初中一次考
试一妹子悄悄问我答案，我就
小声告诉她是“拳打镇关西”，
还怕她听不清用手比划了几
下，后来卷子发下来，发现她写
的是“拳打陈冠希”。老师笑疯
了。

@Eva女王样子的时间森
林：《清明上河图》是谁画的？我
同学写的神笔马良。

@贺小梦：初一语文周测，
问古代四大美女是。我后桌写
的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纯属无可奈何

@阿白白大白痴：高一考
试语文默写，问：我还有什么好
说呢？ 。结果一同学写：我
也没什么好说了。

@Rebecca：永远不能忘记
的是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念考
试卷子答案，说一个同学填写

“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上一句是
“当花瓣离开花朵”。还没念完
老师自己笑傻了，那时候《金粉
世家》正热播。

@我是套马的毕姐：记得

高中有一次语文老师说，下次
考试卷子里的古诗文默写谁再
错，谁就把原文写十遍。结果下
次考试考了一道没要求背的句
子“ ，不如自挂东南枝。”按
理说答不上也正常，结果我班
一女生写“错了罚十写到死，不
如自挂东南枝。”

@爷C-Kent：当年语文考
试，还记得老师问是谁在试卷
上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南极
企鹅北极熊”。

@米茶-想要治好拖延症：
历史考试，问什么皇帝颁布了
什么法律之类的，有人填“一位
皇帝”。

@能萌哭你吗dorothy：“海
上生明月， 。” 我绞尽脑
汁写了句：“地上涌泉水”。

联想力太丰富了

@mintcathy-：以前初中考
历史有道题，爱迪生发明了

？答案是电灯。结果我们年级
有个奇葩写的是“大王”。

@嘿嘿：期中考一题问《荷
塘月色》谁写的，我同学写了凤
凰传奇。

@咨询师：“麻雀虽小”后
面是“肉可不少”吧？

@琴师无云：我也遇到过
“麻雀虽小”！我清晰地记得当
时填的是“但也能飞”。还有什
么“狗咬吕洞宾，没有长眼睛”。

@然而林敬言早已看透了
一切：初中时候学习“仿句”。原
句写的是“万里长城是我挺拔
的脊梁”，同学写“吐鲁番盆地
是我凹陷的肚脐眼”。老师笑炸
了。

@BABY五齿：初中时写作
文，一同学写他母亲，写了副对
联：母亲是天，母亲是地，有了
母亲可以上天入地。母亲是风，
母亲是雨，有了母亲可以呼风
唤 雨 。我 们 都 感 觉 蛮 对 称
的……直到语文老师义愤填膺
地念了出来，吼了一句：“你妈
是孙悟空啊？”

@凌尘 i：一次考试用“天
才”造句，我们班一神人写了个

“天才第一步，雀氏纸尿裤”。
@WENA0927：六年级的时

候，题目问霍金是 国人？我
同桌写的答案是外国人……这
个梗我笑到现在。

“震惊！烧开的自来水千万不
要直接喝！转起来让更多的人知
道！实验表明，无论是城里还是农
村的，无论是大铁锅还是电水壶的
自来水，烧开后千万不要直接喝！”
在微博或者朋友圈，看到这样的

“小道消息”，是不是吓得赶紧想弄
清楚怎么回事？

呵呵，别担心，这是段子手的
一次恶搞。发这条消息的人很快会
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喝”，因为
会烫嘴啊！

以生活小常识为主题的恶搞
正在网上流行。看到看似“惊人”的
消息，不要着急转发，不妨淡定一
点，先弄清楚怎么回事，不然很可
能被耍了呢。

网友评论：
@MISSURSUNSHIN：鹅肝和

鲍鱼千万不能一起吃！请大家一定
要记住！因为没钱！

@GroupieDannie：还有刚买的
矿泉水也最好不要直接喝。不管是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什么牌
子，要先拧开瓶盖。

@W-w王利梅：专家建议：早
晨不宜空腹吃喝。

@你猜我是不是你哥：紧急通
知！震惊！洗完澡不能立刻睡觉！专
家研究显示，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因为你不能在浴室睡觉！

@意映卿卿么么哒：冬天回家
之后一定不能马上洗澡，因为要先
脱衣服。

@练姓鱿鱼：刚吃完千万不要
揉肚子，因为你会发现一大坨肉。

@熟者：听人说，在关灯后就
不要去照镜子，因为你什么都看不
见。

@玉春牌锅炉厂厂长：西红柿
和番茄千万不要都吃！因为是同一
种东西！

@清晨橘子汽水：警告！千万
不要看太多美女帅哥！真的不要！
因为会自卑。

@Sjors：千万不能用电饭锅直
接蒸米饭，因为要加水。

@张SS：早恋了千万不要认
错，要先被抓到。

@不挑食的王小厮_：紧急通
知，专家表明洗完头不能直接吹头
发，因为你还要去拿电吹风。

那些很有中国特色

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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