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的人物
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近日一位网友在
微博上爆料了一系列雷人的红楼人物
介绍#引发网友热议$

据网友%!"#"$如沐薇风&描述#她
到%&'(版电视剧!红楼梦"拍摄地'((

北京的%大观园&里逛#无意间看了一
场红楼梦人物泥人像展览$ 她对展出
的泥人像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然
而卡片上的注释却让她大跌眼镜$

每个泥人像前摆着对应的介绍#

比如 %黛玉(((带刺的玫瑰&)%宝
玉'''喜怒无常&)%贾政'''正人君
子&)%贾珍'''大坏蛋&)%贾芸'''看
他穷吧还花心&#一系列调侃式的词句
让每个人物都跳脱出了原有的文学形
象#呈现出一种现代人物的感觉*最经
典的是投井自尽的金钏的形象竟是一
口井#介绍上写着%不要向她学&*

网友惊叹#这位泥人艺术家对!红
楼梦"中人有着%神一样的理解&展示
了完全不一样的大观园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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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脸盲奖&的竞争在网
友的提名中最为激烈* 网友%胖熊
猫津津&还力荐自己获奖的%评选
材料&+我是这样的#上大学一年
来# 能够彻底不认错的大约十五
人,,不然的话# 要么就是叫不
出名字# 要么就是没法将脸和名
字对上号*

但竞争%诺贝尔脸盲奖&的貌
似还有不少人#%衣*+,&的%评选材

料&也十分%有力&+%初中三年#快要
毕业的时候才把全班同学基本认
识的人#伤不起啊---&网友们的七
嘴八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科学奖
一下子有了接地气的味道*

就在网友们讨论得轰轰烈烈
之时#网友%./0&的回复点醒众人#

%评奖的应该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吧#那么诺贝尔拖延奖真的能按时
评出来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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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菜以给顾客惊喜为宗
旨# 不定期地在菜里放各种虫#各
种头发,,且手边配料任意搭配#

各种意想不到* &继%月饼炒辣椒&

后# 网友们又扒出了另一 %神菜&

'''%桃子烧豆腐&#%遥记当年#我
拿到餐盘时死活没认出来豆腐旁
边那一大块一大块#白白的#还带
红丝丝的# 还滑滑的东西是什么.

同事吃一口给吐出来了# 说是桃

子#还是没剥皮的. &

网友 %(1银不带这么(1的&表
示自己没敢吃#拿个筷子拨来拨去
观察半天#最后确定它真是桃子.

面对这么惊悚的搭配# 不少
网友目瞪口呆#弱弱地冒出一句+

%这是甜口还是咸口啊- &但也有
%见过世面&的网友觉得这丝毫不
算什么#%我们食堂还有香蕉炒青
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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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菜系我吃了四年#虽然
特色鲜明#但还是倍感亲切$&虽然
食堂菜广被吐槽#但作为被大家食
用时间最长的菜系#很多人还是表
达了自己对食堂菜的深厚感情$

在南京某大型国企工作的朱
朱经常能在食堂的菜谱上看到%三
明治&等很洋气的菜名#但转脸一
看(((居然是黄瓜片炒火腿肠.

%食堂的师傅们还是挺用心良苦
的#至少在没看到真相时#挺吊人

胃口的$ &

网友%沐春&则感慨道+%食堂
菜# 虽然总是各种手边配料任意
搭# 配菜总是万年不变的包菜)香
肠以及土豆#盐总是像不要钱似的
,,但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
一段食堂记忆#吃食堂的时候总是
骂食堂不好#但久不吃时#又会想
起食堂的味道#食堂的拥挤#以及
吃食堂的那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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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相继开出# 网友的
%民间诺贝尔奖评选& 也在轰轰烈
烈进行中$专业的诺贝尔奖评选的
是科学技术#但到了向来以搞怪而
闻名的网友那里#%诺贝尔&成为了

各种冷门的代名词 $ 网友 %234

563/7&专门在果壳网开了个帖子#

提问 %如果诺贝尔设立什么奖#你
就能获奖了- &一下子引发了网友
的%诺贝尔大猜想&$

%窗敲雨&头一个抢到沙发#回答
%诺贝尔迷路奖&$而%依山居&的答案
是%诺贝尔熬夜打游戏伤肩膀奖&$

网友们贡献的 %诺贝尔奖&名
称千奇百怪+在一个城市住了八年
只认得两条街的可获%诺贝尔路盲
奖&# 所有事情不等到生命最后一
分钟就不会做的能得%诺贝尔拖延
奖&# 一个问题从白天想到晚上也
没头绪的可获%诺贝尔反应迟钝大
脑突然卡壳奖&,,网友五花八门
的幽默回复让人忍俊不禁$

而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也在网

友的回复中被%一网打尽&#%诺贝尔
晚睡奖&)%诺贝尔吃自助餐被撑死
奖&)%诺贝尔减不了肥奖&等奖项纷
纷被%提名&$ 在%234563/7&的帖子
中#%艾奇先生&的提名则被一众网
友认为是最容易获得的奖项+%诺
贝尔最容易给我发的奖&$%小术术&

的提名则是%诺贝尔运气奖&#他还
写下了提名的理由#%这个奖项的
特别之处在于#评选这个奖项的依
据完全不在于实力而在于运气$ 仅
仅靠运气就能获得世界最高奖项#

这运气还不够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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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麻将论坛和公开赛
上#欧洲麻将协会主席称+麻将在欧洲
越来越受欢迎# 有些国家也有了全国
麻将比赛$

更有趣的是# 欧洲玩家搓麻时居
然用中文说%碰)吃)杠)胡&$ 而在四
川#洋人玩麻将早已不稀奇$麻将冲出
亚洲走向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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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之前有人问我表叔是什么#

我会告诉他#不就是父亲之表弟么$而
如今#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可能会告诉
你+%啊-表叔啊#是那个网传跨省毁报
几十万份的某厅长吗- &

日前# 河南工业大学信息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新浪微博专家委员
会成员董庸昌在新浪微博上说+ 同志
不再是同志#大爷不是你大爷#你妈不
再是你妈#干爹不再是干爹#弟弟不是
小弟弟# 你妹不是你妹妹//////那些
被糟蹋了的词语,,还有么- 无独有
偶# 西安晚报渭南记者站站长石俊荣
也在腾讯微博对此发声+ 一些曾经多
么美好的或者普通无辜的字词# 被一
些活生生地糟蹋#比如+小姐#公主#

鸡#鸭子#少爷#七十码等等$

一时间#对于那些%被糟蹋了的词
语&#网友们纷纷评论转发$

对此现象# 浙江大学新闻系的沈
爱国老师表示# 这是网络时代的一种
新型文化消费行为$ 网友利用网络这
个平台#通过恶搞)戏谑的方式来消解
内心的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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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割喉&这一关键词成为引爆
网络舆论的导火索$%8月'日晚#南京市
公安局某派出所接到市民姚某报警#她
称自己在银行取款后遭抢劫颈部受伤$

随后# 多位微博认证用户以及%88多家
媒体#加入到这一事件的传播中$

在铺天盖地的割喉案报道弄得网
上人心惶惶之时# 事件却出现了戏剧
性的转折#报案人姚某向警方承认#谎
报遭割喉抢劫警情# 原因是自己购买
了)万余元彩票未中奖#恐家人责怪$

虽然这一事件最终被证明为假#但
它引起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就在这一
消息被传出不久#多家门户网站以及媒
体官方微博均以惊悚标题#在显要位置
报道这一事件$截至%8月%8日上午&点#

新浪微博上以%割喉&为关键词就能搜
索出%'8多万条结果# 该话题也进入新
浪微博实时热点的前%8名$

%现在的舆论场越来越崇尚0无惊
悚不新闻1的逻辑$ &一名民意中国网
网友指出#在这一事件的传播中#被割
喉这一原始新闻的转载量多达两三百
家#远远多于辟谣的新闻$这到底是在
消除恐慌还是在制造新的恐慌- 难道
除了惊悚就没有新闻了吗-

%无端制造和传播社会恐慌的人
都不可饶恕#应该让他们承担责任#长
长记性$ &一名搜狐网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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