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戛然而止的美食故事

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每个女人的身体里都隐藏着
公主病病毒，时刻准备着在恰当
的刺激下爆发，I小姐也不例外。
大学毕业后留在这个北方城市打
拼多年，I小姐成功隐藏自己总把

“湖南”叫“芙兰”的口音，还给自
己挣到了一份高级白领的薪水。

虽然依旧没房没车没男友，
但I小姐自信，凭自己的气场，只
要有了男朋友，房子、车子都不在
话下。至于气场何来，I小姐手机
里的一众O2O上门服务App，便是
她自觉周身加持公主闪亮的光
源。

在I小姐奉为气场圣经的《唐
顿庄园》里，贵族小姐们想要什么
服务，还要摇响床头的铃铛，待神
色怯懦的侍从出现后，方能逐一

交代，再等候实现。自从投身于眼
下处于商业风口的O2O上门服
务，I小姐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过上
比富家小姐还要有范儿的生活。

有那么一段时间，I小姐如此
安排自己的生活：早上起床叫一
个“到家美食会”的套餐，只需要
加一个穿脱罩衫的步骤，便可以
享受一顿质量说得过去的床上早
餐。出门上班打个“滴滴专车”，还
专挑比公司老板的座驾还要高出
一档的奔驰。

等到了中午，午餐必须用“饿
了么”，这样可以挤出时间再叫一
个“河狸家”的美甲师过来，在公
司的茶水间里享受一个手部美容
SPA。至于晚上，只要被老板拉去
参加饭局，I小姐必定要约上自己
用熟了的“功夫熊”按摩师。待酒
到酣处，如约出现的按摩师们整
队出现，看到老板和客人们仰在
高背椅上，享受按摩时迷离的眼
神，I小姐知道自己今天的公主光
环闪亮了。

你不是不愿屈身洗衣做饭
吗，上门家政、洗衣、外卖帮你搞
定；你不是要随叫随到专属服务
吗，专车、美容、按摩让你满足，而
且这些服务出现在你眼前的速度
还快，姿势还帅。

搁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即便
你贵为女皇公主，也难说能完全
享受到这样的生活服务。所以，上
门O2O就这样没有一丝丝排斥地
进入I小姐的生活，让她的一颗公
主心火焰，瞬间燎原。

看着手机屏幕里色彩斑斓的
上门O2O服务App，I小姐满心欢
喜地把它们归拢到一个文件夹
下，起名叫做“公主的摇铃”。

只是，即便I小姐心境愈发像
公主，也挡不住铃铛摇得多了，也
会召唤来各路奇葩烦恼。I小姐常
找的美甲师，一来二去聊得多了，
突然就在几个平卷舌不分的“芙
兰”词里，发现彼此竟是距离颇近
的老乡。被乡情打破了雇佣关系
后，已在当地成家生子的美甲师，
虽然艳羡I小姐的高收入，却对她
的形单影只颇多不屑，直弄得每
次美甲，I小姐都有过年回老家被
亲戚逼婚的抓狂。

那就让工作来得猛烈些吧，
放弃美甲专注事业的I小姐增加
了专车的使用频率，没想到晚上
下班常约的司机，竟然不断撩拨
调情，大有直接将豪车开向I小姐
闺房的架势。联想到看到的快递
员入户强吻女顾客新闻，I小姐赶
紧将专车账户注销以躲避骚扰。

想起《唐顿庄园》里，英伦贵
族就是与美国New Money合不
来。I小姐也恍然领悟，公主心可
以用上门O2O买到，但公主病，却
不是上门服务可以治愈的。

那些拧不开瓶盖的女生去哪儿了

无法上门治愈的

公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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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瓶盖都拧不开，想必这
样的女子一定非常娇弱，不过，
再娇弱的女生也不能一辈子都
拧不开瓶盖，毕竟生活是残酷
的，如果连一个小小的瓶盖都
搞不定，当遇到别的困难的时
候，她们要怎么办才好？

当然是找一个能拧开瓶盖
的男生，然后让他成为自己的
老公咯。

她们和能拧开瓶盖的人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王豖：一旦有了男朋友，
单手拎得起 3 0公斤行李箱的
我，会瞬间根本拧不开任何瓶
盖了好吗！最后？最后还不是自
己装修房子了……

@唐缺：养活了全国各地
的珍珠奶茶店。

@张晓晓：她拿着水找一
帅哥帮忙打开，于是一个浪漫
的故事开始了，男生说“以后的
水都由他负责，”现在他们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

@吴玉辉：都找到了男朋
友。

@一云：她说她打不开瓶

盖，我说我帮你，之后可乐溅了
我一身，她现在医院，我现在在
洗衣服。

@书名号：我一直是优雅
地背过身用牙咬的。后来有一
次那么做的时候被某人看到
了，他为了不让我继续丢脸下
去，就当了我男朋友。后来他
又发现，我在咬不开的时候，
是直接用在火上烧红了的锥
子往瓶盖上捅的，为了避免更
恐 怖的事情发生，他就娶了
我。

@Summer：拧不开瓶盖的
女孩最后都来向我求助，让我
帮她们拧了。

@珊笠笠：其实……作为
软妹子，我是会拧瓶盖的。连老
干妈这种难度系数超大的也难
不倒我。可是，我还是喜欢弱弱
地向人求助。腹黑的我觉得像
我这样的妹子不在少数呢。

自己拧开瓶盖的

就成了女汉子

@王biubiu：见过一个女汉
子，把男友一时没拧开的水瓶
抢过去瞬间拧开，男友不高兴

地说：我又不是没力气。女汉子
闻言，把瓶盖又给拧死了丢回
去，男友半天愣没拧动。

@钱庄庄：我虽然长得高，
但是手劲儿很小，真的很小。能
被我轻松拧开的矿泉水百分之
九十九都是假货。所以我一般
请别人帮我拧开，没人的时候
用牙咬。就这样过了很多年，我
得了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口腔
颌面部常见的疾病之一)。

@沈溪月：宿舍妹子所有
拧不开的瓶盖基本上最后都是
我拧开的。

@牙牙不乐：拧不开的都找
到了男朋友，自己拧开瓶盖的都
因为太女汉子而被淘汰。

@益亩良田：到目前为止还
没碰到过难得倒我的瓶盖。一桶
水上五楼，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连肱二头肌都快练好了……

@青木raven：拧不开瓶盖
的女生最后开始咬瓶盖了。咬
不开瓶盖的女生，最后开始拿
刀翘瓶盖了。

@罗咔叽：都找了一个能
帮她们开瓶盖的闺蜜。

（据《现代快报》）

每天跑步一小时，体重稳定在70公斤，只是从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
敏捷的胖子而已。生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广泛流传的妙招，可
是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晚清年间，重庆名厨叶天奇
的后人中出了一位聪慧的女子。
由于叶家的厨艺一向传男不传
女，所以只授予了她一些家常菜
的做法，聊以伺候一家老小的日
常餐饮。而她的父亲只在逢年过
节时才显山露水，上灶炒菜。一年
春节，父亲卧病在床，不能上灶，
就命女儿做些普通菜草草过年。
这就是自古流传到今的特色活烤
鱼。”这是一家活烤鱼店上的美食
传说，网友被如此敷衍的结尾惊
呆了。

网友动手续写结尾

@九日solo：由于叶天奇病得
厉害，无法上灶，就让女儿做些小
菜打算草草过年，谁知女儿做出
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特别是其中
一道用炉火烧烤后再炒料烹制的
烤鱼艳惊四座，这道菜色香味俱
全，其父因此发现了她的做菜天
赋，改变了厨艺传男不传女的思
想观念，从此将自家最引以为傲
的配料秘方与厨艺精华都倾囊相
授。

@Google白板报：一天父亲卧
病在床不能煮饭，于是吩咐女儿
煮家常菜。这时候女儿想起了新
东方烹饪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
有1万亩烹饪基地。只有在新东方
才可以做出一桌体面的过年菜。
这时皇上路过，尝了以后赞不绝
口。这就是自古流传到今的特色
活烤鱼。

店家下得一手好棋

@Mr佳0918：作者心想，我也
编不下去了，你们赶紧吃吧。

@神一般的Hanson：欲知后
事如何，请先吃烤鱼。店家下得一
手好棋！

@马伯庸：我也算阅过无数
民间美食传说，胡编乱造的见过
不少，态度如此敷衍的还是第一
次！

@T8808D受害者：单纯是因
为再编下去，文字就要覆盖下面
的图片了。所以戛然而止，虽然结
尾收得不够漂亮，但是总算另辟
蹊径。

@父慈子孝元昊：总觉得背
面应该还有……

@Baymaxxl：反正就是那么
个事儿，吃就行了，剩下的自己脑
补。

任@言寺韵：老板说你进来
吃我就告诉你结局。

过上哆啦A梦里

高大上的生活

出处：微博

每天跑步一小时，体重稳
定在70公斤，只是从一个胖子
变 成 了 一 个 敏 捷 的 胖 子 而
已……网友们开帖讲述事实证
明，有些事情努力也没有什么
用。

网友“Cynthia”说：“人生本
来就有很多事情是徒劳无功的
啊。几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道
理。然而，明白这个道理也并没
有什么用。”

说了也白说

@内向：“老板，来一碗肉
丝面，不要放醋，少放辣椒，不
放香菜，多放点肉。谢谢。”老
板：“一碗肉丝面。”

@白已：每次放假把一大
堆作业和复习资料带回家。

@Tommy Tang：考场上越
紧张，想起来的歌词就越多。

@DianaZhang：“mark！”
@林琳：看到一篇干货超

级多的答案，迅速点下收藏键。
以为日后可以反复揣摩，以为
自己已经熟记在心，以为这篇
文章就是自己的了，以为日后
谈及相关话题可以随口引用装
高端，然而自从收藏过后，就再
没打开看过……

@潜水艇：有任何一种突
如其来想学习的欲望：摄影/乐
器/第二外语。后来，我遇到了
想学日语就学好了日语的漂亮
妹子，也看到了想学西班牙语
就天天努力的小男孩。后
来，我遇到了假期借了一
堆书看完拿回来的同学，
也见到了说学习就闭关成

绩倒数变正数的学霸，还看到
了随随便便写了十几万字的师
兄师姐。再后来，我拿起来那个
10块钱的五线谱，看看我那把
生锈的吉他，想起了和我一起
买吉他的妹子在晚会上弹的电
吉他。所谓的并没有什么用，只
是对于你。

@刘老六：我妈去年买了
本《基本育儿大全》，还把好多
儿童玩具放在购物车上说要哄
孙子。我根本没有女朋友，所以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宗俊杰：“师傅，剪发稍
微剪一剪就行，别太短。”“好
嘞 。”结 果 剪 完 一 看 就 傻 眼
了……

@詹予：学校男女比例七
比一。作为被当做稀有的女生，
我还不是一个都没谈过。

@飒飒儿：在重庆，“老板，
毛血旺不要放花椒！”“那你来
做！”

学会了也白搭

@mu peng：四岁那年，三
叔带着我和表哥出去玩。阳光
明媚，表哥张开嘴，吐出几个泡
泡，随风飘荡。没用肥皂水，没
用吹管，球形的泡泡就飞了出
来。阳光下闪耀的泡泡，存在
了我的记忆里。这真是人生
的大自在，我想学！

十年过去了，我学会了
动耳朵、吹口哨、打响指、
左手拿筷子、不扶把骑车、
憋气两分钟，但还是不会

吐泡泡。
又过了六年，上大学了，其

间学会了用嘴给鼻子挠痒痒，
对自己脸吹气降温，用舌头发
出一种辨识不出方向的脆响，
上课时来一个，老师很恼火，但
同桌都不知道是我发的。不过，
还是不会吐泡泡。

直到这一天，正上大课，偶
然间，我吐了个泡泡！激动得有
点抖了，趁热打铁，反复琢磨练
习，桌子都湿了。几天后，终于
掌握了吐泡泡的终极奥秘，可
以随心所欲地吐了。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上课的时候，吐给朋友看，

他赶快收好书，还警告前排的
注意安全。寝室里，吐给室友
看，他们捂着饭盆就跑了，还求
我不要在屋里吐了。后来吐给
老婆看，沉默了一会儿，她表示
有点恶心。有品位的人还是少，
只有一位真心欣赏的，儿子看
到我吐泡泡，就笑得咯咯的，还
要拉妈妈一起看。

不懈努力十六年，学会这
么个技能，却无人欣赏，连炫耀
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自娱自乐，
写写代码，吐个泡泡，糊了屏
幕，湿了键盘。

无事莫凭栏，凭栏吐泡泡。

《哆啦A梦：伴我同行》热映，
不少相关话题也被引出来，比如

《哆啦A梦》里各种高科技装备有
哪些成为现实？热心的网友进行
总结，原来我们早已过上了如哆
啦A梦般高大上的生活。

万能制造机——— 3D打印机
只要把材料和设计图放入机

器加工，就能按照图纸做出成品
的万能制造机，和现在的3D打印
机很像。

手表式收音机——— 智能手表
提到手表，大家自然会想到

这段时间大火的Apple Watch，其
实早在1975年《进化退化放射线
源》一集中，就出现过能看时间、
看电视，还可以收听广播、实时对
讲的“未来腕表”。

机器人汽车——— 无人驾驶汽
车

只要在地图上标出要去的地
方，再把地图插入汽车的鼻子，机
器人汽车就会自动把你带到目的
地。这不就是无人驾驶的汽车吗？

行踪徽章——— 儿童GPS定位
行踪徽章是一个定位系统，

“徽章”是信号发射源，带显示屏
的机器用来接收“徽章”发出的信
号，并显示它的具体位置。像不像
我们现在常给小孩子戴的GPS定
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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