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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央视记者追问 !你幸福
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

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
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
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莫言的
回答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共鸣$ !这个
脱离了简单的是与否的答案#才是最
老实的回答$ "也有网友调侃&莫言为
何不回答!我姓莫"%

莫言想用奖金在北京买大房子

的言论#也遭到网友的调侃$ !后来有
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

万多一平米#"!#万也就是$%&多平
米"# 莫言说$ 潘石屹对此及时回应
称#莫言#有北京户口吗%

同样也买不起大房子的网友们感
叹&!写的作品魔幻# 买房还是要回归
现实'(" 更多期盼莫言佳作的网友
们则劝告&!在北京买啥房子啊# 建议
在高密买块地建个庄园好好写作$ "

)

在%&$%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

当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公布
时#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幽默的段子$

网友'())*在微博中写道& 莫言
已经得奖* 他的秘书说#莫言副主席
刚刚收到获奖短信&瑞典作协温馨提
示& 您已获得%#+%年诺贝尔文学奖#

奖金,##万瑞典克朗+ 为了办理您赴
瑞典领奖的手续# 请汇款人民币
+####元到以下指定的农行账户$ "

除莫言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
是得奖的大热门$ 多年来#村上春树
一直被冠以!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
人"的称号$ 他曾多次处于各大博彩
公司赔率表前三名# 却至今未得奖$

虽然中国人对莫言的获奖欢欣鼓舞#

但也有人为村上春树!鸣不平"#认为
村上春树应该得奖$

有网友用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
的台词替村上春树说话&!我受不了
了#不带这么玩的#这半年了都宣传
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
了+ "还有网友根据小品模拟了莫言
的回复#!咋俩都老夫老妻的了#谁得
不是得啊+ "网友-望尘眼以记者身
份质问莫言&莫言老师#村上春树先
生为歌手伍佰写过-挪威的森林)#请
问您是否同样为某位歌手作过歌词
呢% 莫言回答称&不要问#不要说#一
切尽在不言中!!"#$%&"'(#

)*$%

网友-白洱则为村上春树未能
获奖找到合理的理由&受经济危机的
影响# 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奖金缩水+

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为节省打印
机墨水#在村上春树和莫言之间选择
了后者+

!! ""

.+/

/0

!"#!

1

$%

2

$&

3 456 78

'

9: ;8

'

<=

#$%&'()*+#

http://weibo.com/ngdsb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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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年在香港
公开大学演讲时# 莫言曾自述自己的
笔名由来+ !因为小时候喜欢说话#喜
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很多的麻烦+后
来使用笔名.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
少说话$"这个笔名在今天遭到了网友
的调侃#大概是莫言没有想到的$

莫言获奖后#网友杜撰了他获奖
感言的第一句话 !0* )12( 34.4567

68/"$更有网友详细描述了他获奖时
的场景#当时台下掌声,议论声不停#

莫言说&!0* )12( 34.4567 68/9 "台下
顿时安静了((由此#!4567 68"成为
莫言的英文名# 并在网上迅速走红$

另有网友想象了莫言用山东方言发
表演讲#上台后他说&!我角膜炎$ "

当悬念公布以后# 有网友预测今
后将会发生的大事&$,传媒股涨停0%,

建名人之乡0:,高考必考0/,书店排队
疯抢莫言作品0!, 莫言占领所有报纸
头条0;, 开庆祝大会0", 微博热词
<=>+0,,方舟子打假0?,开发商争送房
子0+#,美女自认莫言学生曾被指导$

恰逢-中国好声音)吴莫愁获得
亚军#有网友给莫愁起了英文名字叫
!@A)B7 CADD*"$ 更有网友焦急地说#

莫愁火了#莫言也火了#那我们怎么
办% 其实答案很简单#莫急((还有
网友由此预测到今年奥斯卡奖的得
主&好声音莫愁,诺贝尔奖莫言#看来
今年奥斯卡一定是莫文蔚了$

莫言的名字不仅有了英文版#也
有了方言版$一位网友发微博称#莫言
的名字用洛阳话读#应该叫!包吭气"$

随后各地网友纷纷跟帖# 莫言名字的
方言版持续出炉# 如用信阳话读应为
!北雪话"#用南阳话读应为!白啸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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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后# 有网站的调查显
示#超过半数的网友称!不知道莫言
是谁"# 是诺贝尔文学奖让自己认识
了他$然而#不少网友直呼!冤枉"#称
少年时曾遗憾与莫言擦肩而过#皆因
其书名露骨$

网友EEF(443(讲述了自己与莫言
的旧事& 记得初三还是高一的时候#

在书店看到莫言的-丰乳肥臀)#果断
就被名字吸引#翻阅之后#久久不愿
离去# 无奈母亲大人上前一步抢道&

放下* 色情* 最终还是没能买成$ 今
晚又和我妈说起这事#妈妈说&谁让
他把名字取这么露骨$

网友G1H)1D回忆称# 小学时在盗
版书摊买了莫言的-红树林)#看得我
面红耳赤#一度以为买到黄书$ 网友萌
物41)I*算是勇敢的#偶然翻阅这本!少
儿不宜"的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网友预测称& 不知道莫言是
谁% 没看过他的书% 没关系* 今年中
高考你们会见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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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100元，免费学筝三个月，
限4周岁半-9周岁，第二期截
止于11月18日，限额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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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盘中专会计、电焊工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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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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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路2号

海南龙泉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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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海大源2013MBA/MPA联考培训在海南大学开课
海南名师面授+北京名师远程授课。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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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湖南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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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魏老师 137004726660898-32919901
地 址：海口市金龙路1号椰岛大厦17楼E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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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南路店（海口怡和居
酒店）美团网、拉手网等网
上团购仅需88元每晚。
地址：海口和平南路33号（六合大厦旁）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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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也可选择其它专业，烹饪、旅游、制药、会计、营销专业），学制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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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化程度，年龄15-30岁，生活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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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费
用（含学费、伙食费、住宿费等）

"¡gìí�

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证书，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学校负责安排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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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对面入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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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上流传着一句话#!爷爷结婚用了
.半斗米/,爸爸结婚用了.半头猪/,而
到我们这里得用父母.半条命/"+ 虽然
有部分夸张的成分#但却说明如今结婚
成本之高+淘宝数据显示#去年!金九银
十"期间#购买结婚用品的人群共花了
+J:亿元#今年已经涨到了:J:亿+平均下
来#每个人的结婚成本上涨了%/J:K+

淘宝数据显示#在今年!金九银十"

期间#购买婚庆用品的人数比去年同期
高出+&?K#人均花费也相对涨了%/J:K+

同样#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房产和装修
的!金九银十"#在此期间#有近%&&万用
户在淘宝上购买了家居建材#较%&++年
同期增长了;,K+目前网购婚庆用品中#

消费额在:&&元以下的仍是主流# 不过
可以看到#高额的消费人群正在迅猛增
加+ 其中#两月花销+L!万之间的人群增
长最多#同比去年多出%!;J;K+

分析人士称#!虽然网上的要比实
体的便宜#但是种类多#很多人为了打
造一个创意独特的婚礼#会有很多额外
的花销#这也是导致婚礼成本上涨的原
因之一+"消费增加的同时#结婚人数也
在急速增长+淘宝数据统计#今年!金九
银十"购买婚庆用品的人数要比去年多
出+#?K+ 扎堆结婚的直接结果就是线
上婚庆服务类产业的快速扩张+

去年#淘宝上提供婚庆服务的日均
店铺数仅为;##个# 而今年已增至/"/#

个#涨幅达;?#K#日均上架商品数也有
;"+K的增长+ 在此期间的成交笔数就
比去年同期多了++J/倍#而成交额更是
疯涨,"/倍+ 扎堆结婚除了推动婚庆服
务业的线上扩张之外#也导致了费用的
增加+ 由于服务种类呈现多样性#所以
越繁复的服务费用就越高+ 数据显示#

婚庆服务的人均消费在一年内增长了/

倍#迈上了千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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