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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哈哈镜

以前，我们在电视剧或者
综艺节目里，看到偶像穿的衣
服和戴的配饰，只能望尘莫
及。现在，万能的网上商城卖
家，贴心地为粉丝生产出大批
量的“明星同款”。我们只需花
几百元甚至几十元，鼠标轻轻
一点，便能买来和明星们款式
相似的物品，商家和粉丝皆大
欢喜，所以，“明星同款”一直
很吸睛。

原本热衷“明星同款”也
无可厚非，但问题来了，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星同
款”开始有了怪味。

女友开了一家服装店，顺
带经营网店。网店起步阶段举
步维艰，生意一直不见起色。
后来女友看到女儿超级迷恋李
易峰，想方设法地收集与李易
峰有关的一切物品。受到启
发，她决定赶制几套李易峰穿
过的同款外衣。这招相当奏
效，3个月网店的销量就远远超
过她之前一年的销量。

女友说，其实这些“明星
同款”的质量压根就没她店里
其他衣服的质量好，卖的价格
却高出一大截，莫非人傻钱

多？买家却不以为然：买的是
附加值，懂不？打上明星的招
牌，在小伙伴中多有面子？

买 件 “ 明 星 同 款 ” 的 衣
服，只要量入而出，穿也好，
放家里珍藏也行，其实无伤大
雅。那天上班聊到这个话题
时，同事老李一听到“明星同
款”就一肚子的火，原来他儿
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有“汪峰
同款眼镜贴”，专门用来上课时
掩饰打瞌睡的，吵着要他买，
父子俩为此吵了一架：还能不
能专心上课了？

居 然 还 有 这 种 新 鲜 玩 意
儿，我们在淘宝上一搜，还果
真有不少这样的卖家。其中有
家店主打出来的广告语是：汪
峰同款，开学必备，上课睡觉
专用眼贴。明目张胆地写“上
课睡觉专用”，这不是坑学生
吗？

同事小王插嘴道，说起这
个，我那个小堂妹更离谱，前
阵子不是柯震东涉毒被抓吗，
她居然想从网店买件柯震东同
款囚服回来，惊呆了我们全家
人，幸好后来这种售卖同款囚
服的行为被制止了。

唉，差点毁了三观，我们
正唏嘘不已的时候，主任发话
了：“你们这有什么稀奇的，我
老婆居然要买明星同款鼻孔插
座回来，乍一看，吓我一跳。”
鼻孔也被人找到商机？明星们
也够惨的。

“明星同款”已不仅停留在
服装行业。因为一档美食节目
火热，菜场上一袋普通的花
椒，加上某明星最爱，马上就
比其他花椒多卖10元；因为一
档亲子节目的热播，昔日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子，也被旅行社
打出“明星同款旅游”的卖点
……

以前流行的打折促销这种
营销方式，现在OUT了，放眼望
去，贴着“促销打折”标签的
物品多了去了，这种情况下，

“明星同款”变成一个新商机。
随着竞争的加剧，单纯的“明
星同款”已不足为奇，各种亮
瞎眼的“明星同款”应运而
生，似乎谁的更稀奇更离谱，
谁就能更迅速地占领市场，道
开始走偏。

“明星同款”，想说爱你不
容易。 （李莉琴）

漫画吧

托棚户区改造的福，老爸
老妈也有幸喜迁新居。家具哪
些该淘汰，哪些该置办新的，
悉由我来大包大揽，老爸老妈
也乐得省心省力。事情进展还
算顺利，只是中间有个小插
曲，惹得老妈好一顿生气。

事情发生在考虑买一张饭
桌的时候。我说：“买一张小的
吧。”老妈说：“不行，得买一
张大点的。”我哪知道老妈的心
事，还是坚持说：“家里就老爸
老妈两口人，小的足够用，既
少占空间，挪动起来又方便。”
刚才听我介绍几款新家具的特
点时，老妈还乐得连连点头说
好呢，可是一说到饭桌的事，
不知为什么，老妈的脸忽然变
得晴转阴，激动得话不成声，
颤声问我：“你刚才说家里几口
人？”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两口人呗，还用算吗？”没想
到，这话竟惹得老妈一下子怒

从中来：“你脑子少根筋啊？你
想过没有，以后你们两口子带
我孙子回来，你姐两口子再带
我外孙女回来，那么小的饭桌
能围坐几个人，大家都站着吃
饭啊？”

听了老妈一席话，我恍然
大悟，立马顺着老妈的心意改
口说：“还是老妈想得远，说得
对。再过些年，孙辈儿又该有
孩子了，那时又要添好几口呢
……”“就是嘛！”老妈这才喜
上眉梢，“别看我和你爸都老
了，只要我们还活着，这家里
就永远有儿孙们的位置。”老妈
越说越激动。再看老爸，他正
在旁边偷着乐呢！

都说人越老心眼儿越小，
越老脑袋瓜越糊涂。其实，人
到晚年，心里留给儿孙后代的
那块地盘越来越大，心里对儿
孙后代的那份爱也越来越执著。

（常占国）

藏在饭桌里的爱

周五下午，办公室一片寂
静。

突然停电了。
李处长心里暗暗地骂了一

句：他妈的，早不停晚不停，
差一步我就要将死他了。

李处长悻悻地离开电脑
桌，打开门在走廊里踱起了方
步。

听到李处长那熟悉的脚步
声，各科室的门齐刷刷地打开
了，只有秘书科的门还关着。

表刚填完，还没有汇总
呢，就停电了，真耽误事啊。
这是规划科老马的声音。

计划科小张在屋里嚷嚷
着，这该死的电，我制作的图
表没有来得及保存，这下全没
了，白画了。

唉，电子邮件刚发一半，
怎么就停电了？上面还着急要

呢。这是市场科小孔的话。
只有秘书室的门关着，莫

非秘书小李出去办私事了？李
处长在心里画了个问号。

一会儿，电来了。
李处长急忙回到了屋里，

又继续起了“楚汉大战”。
办公室开着的门又陆续关

上了。
规划科老马又高高兴兴地

斗起了地主。
计划科小张戴着耳麦兴高

采烈地听着歌儿。
市场科小孔继续在网上给

孩子查找学雷锋演讲稿。
秘书室里，小王掐灭烟

头，悄无声息地打开电脑，揉
揉通红的眼睛，又接着写起了
处长开会用的讲话稿。

办公室里还是一片寂静。
（蒋先平）

停电

明星同款

天上掉馅饼
刚刚我买了一个馅饼，我就拿

了回家吃。我在阳台刚吃了一口馅
饼，就听到楼下有一个男孩跟女孩
表白，他说：“做我女朋友好吗？”

女的说：“别扯了，我能跟你，
除非天上掉馅饼！”

我想都没想，把半个韭菜鸡蛋
馅饼朝那女孩扔下去，心里默念：
加油吧，小伙子！哥也只能帮你这
么多了。

身材
结婚若干年后，妻对自己的身

材仍然自豪。
妻说：“看，如今你老婆我的身

材，仍然是正面山明水秀，侧面悬
崖峭壁，背面柳暗花明。”

丈夫瞄了一眼，悠悠地说：
“是，但你的水土保持好像不怎么样
嘛……”

恋爱男女
女孩：“专家说，恋爱中的男女

都是白痴！”
男孩：“那咱们呢？”
女孩：“是你先猛追我，我才勉

强答应你的！”
男孩：“哦，那我是先天性的白

痴，你是后天性的白痴！”

■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你的
叫路人，不害你的叫好人，不放过
你的叫敌人，不时来心疼你的叫友
人，不离不弃的叫亲人。而这些
人，都不懂你，懂你的，叫爱人。

■一天这么短，开心了就笑，
不开心就过会儿再笑。

■人生有两条路，一条用心
走，叫做梦想；一条用脚走，叫做
现实。心走得太慢，现实会苍白；
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

■当生活给你一百个理由哭泣
时，你就拿出一千个理由笑给它看。

■一般爱吃辣的妹子皮肤都很
好，因为皮肤不好的妹子不敢吃辣。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
愿挤，总还是有的，但最终都会耗
在手机上。

■他只温暖你一个人，对别人
冷若冰霜，这才是暖男，暖一堆人
的那叫中央空调。

■再逼我，我就卸妆给你看！
■誓言，多半源于失言，终于

食言。
■由于性格太内向，一直做不

出抢着结账这样的事。
■自拍一分钟，美图十年功。
■我要给未来对象的妈一个差

评，发货太慢，到现在还没收到人
儿。

■秋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找，
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拒绝不喜欢的男人追求有四
招：第一招借钱，第二招素颜，第
三招素颜去借钱，第四招酒后素颜
去借钱。

人生感悟

职场百态

在香港的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石
湾的陶器。百货公司里有专门为陶
瓷玻璃包装的房间，负责包装的中
年妇人从满地满墙的纸箱中找来巨
大一个，再把破报纸和碎纸屑垫在
箱底，陶器放中间，四周都塞满碎
纸后，她满意地说：“好了，没问题
了，就是从三楼丢下来也不会破
了。”

我的陶器本来有两尺长、一尺
高、半尺宽，现在成为一个庞然的
箱子了，这样大的箱子要如何提回
台北呢？我决定舍弃纸箱、碎纸，
找来一个手提袋提着。但是走没几
步，手提袋撞到身旁的椅子，陶器
摔坏了。

我心里非常后悔把纸箱丢弃。
确实，我们不能只想保有珍贵的陶
器而忽视那些看来无用，却能保护
陶器的东西。

生命的历程也是如此，在珍贵
的事物周围总是包涵着很多看似没
有意义，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但
我们不能忽略其价值，因为没有了
它们，我们的成长就不完整，同样
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人生里的
负面因素，没有负面因素的人生，
就得不到教训、启发、锻炼，乃至
于成长了。

对于一朵美丽的花，它脚下卑
贱的泥土是一样珍贵的。对于一道
绚烂的彩虹，它前面的乌云与暴雨
是一样有意义的。 （林清玄）

生命中，
你曾路过谁

有一个女孩很伤心地对我说：
“为何用尽了全力，依然留不住这段
最美好的缘分？”

我并未马上安慰她，只是问：
“这段缘分在你手中的时候，可曾欣
赏和珍视过它？”

她答：“当然。”
于是我告诉她：“每天出行，我

要路过国贸的摩天楼，看到摩登的
白领上上下下地穿梭；然后是王府
井的北京街，来来往往的游人捧着
特色小吃边吃边逛；再然后是长安
街的紫禁城，尤其秋天的时候，远
远能看见柿子透红……这一切，我
从未拥有过。但每天路过，欣赏
过，已经是缘分了。”

总是这样，有时尽了全力依然
留不住某人某物，你会心疼得寝食
难安。总觉得最美好的就这样溜过
身边，而自己却恰恰没能留住。那
种疼痛感，胜于切肤。

世上并没有月光宝盒，可以无
数次带你回到你希望的那时那刻，
更无法无数次地静候你挽回、再挽
回。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些
人和事，注定要与你相遇，却也注
定要与你分离。这就是缘分，无道
理可讲，却自有它的规则。

只是，路过的人越多，生命便
也越丰富。

当那些人离开时，不必失意落
泪，因为生命因他们而精彩过。因
为懂了，便也不再遗憾。

有些人，注定只是路人。纵然
你爱过、思念过，可你们彼此，归
宿的方向始终不同。

当爱的那个人路过你身边，打
个招呼，诉声珍重。接下来，转身
吧。

即便一回首便是天涯，也请微
笑。

有些人，有些爱，注定只是路
过。 （苏芩）

考试考得怎样?

So easy

简单？那你考得不错啊！

哪里不会考哪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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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相见不如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