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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父母之间的甜
言蜜语，有网友近日晒出
父母当年的情书，寥寥数
语的“肉麻”情话竟然引
发数千条回复和转发，纷
纷举例证明“别人家的父
母怎么那么甜”。“父母爱
情”甜到现在的年轻人，
甚至想起了一部电视剧，
令人感叹，“温馨常在，辛
酸常在”。（摘编自《扬子
晚报》）

网友争晒父母肉麻情话

本报讯 孩子出生时，父
母都会认真给其选取一个既朗
朗上口又富含寓意的名字。但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父母给孩
子起名追求标新立异，由此诞
生出许多新奇独特的名字。

近日，“王者荣耀”和“黄蒲
军校”两个词组就以姓名的身
份走红。名叫“王者荣耀”的是
陕西西安一个刚满月女婴，其
父取此名就是因为他自己喜欢
玩一款同名手游。叫“黄蒲军
校”的是一个女大学生，因其父

亲姓黄，母亲姓蒲，父母双方又
希望她能参军，所以取得此名。

数据显示，中国六千多万
人的名字中有冷僻字，姓名结
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四字以上
的名字越来越多，如徐徐上
升、彭程万里、杨柳闻莺、尹航
高歌等。甚至还出现了“赵D”

“高山流水”“欧阳成功奋发图
强”“周游列国”“王冫冖”等极
端个性化名字，还有的在孩子
的名字里加了“@”，家长说，全
世界写电子邮件都要用它，汉

语翻译过来就是“爱他”。此
外，截至 2014 年，全国近 4 万
人叫“中秋”，其中6人姓“中”
名“秋”，“中秋女”“中秋月”“中
秋子”也都确有其人，“张中秋”

“杨中秋”等就更普遍了。
1970-1990 年两字姓名

人口占比为 28%，而 2000 年
以后两字姓名占比已下降到
12%，三字名占了多数，四字
姓名很常见。或许以后，两字
名才是稀奇的。（摘编自《法制
晚报》）

“非主流”姓名屡见不鲜

本报讯“作为一位老党
员，我要勤俭节约，严于律己，
传播正能量。”20多年来，甘肃
兰州西固区的仵崇德将废旧药
盒变得有文化价值。

仵崇德是名老中专生，
1992 年从工程师岗位退休。
退休后，生活俭朴的他发现很
多 中 小 学 生 们 总 爱 去 买 书
签。由此，他想到用废旧药盒
手工制作书签，写上“学然后
知不足”“天才在于积累”等
名言警句送给小区里的学生

和邻居，“20 多年来，赠送了
两三千张书签。”仵崇德说。

仵崇德的小女儿仵红秦

说，别看是小小的书签，老父
亲做起来却是一丝不苟，从
拿尺子划线、拿剪刀裁剪，到
一张张地书写，最后由她穿
上丝线，一枚含着爱的书签
就这样诞生了。

“我在西固摆摊卖西瓜
已有多年，四五年前收到了仵
老给我送的‘诚信做生意，做
人要厚道’的书签，这太有意
义了，到现在我都珍藏着。”
甘肃秦安的胡先生说。（摘编
自《兰州晚报》）

废旧药盒变身美丽书签

谁家父母没有年轻过，
也有青春年少时的少女心，

“我看过我妈的日记本，说，他
是不是不爱我了，我要不要剪
短发。”“我妈以前给我爸写信
时经常拿张纸画一个问号，
我爸能回三四页他自己的内
心戏，什么我好想你，你想不
想我……”

如今，上了年纪还在发
“糖”的大有人在。有人写道，“我
爸说，火车刚开，我就开始想你

了”。有网友表示，这不是《情
深深雨濛濛》里的“书桓”吗？

还有，“我爸给我妈发短
信：我想你了。他们两个人就
在我旁边坐着，发了还要念出
来”。“车牌号都要整个 257
（爱吾妻）”这等甜蜜，在爷爷
辈那里，也是一样。就像有网
友贴出的，“1995 年我爷爷写
的日记：今日随儿去餐馆吃
饭，此味甚佳，像我亡妻，以后
常去”。

网友“关我 high 事”发微
博称，翻到我爸妈很久很久以
前的情书：“妈：我想你想得骨
头裂。爸：我想你想得脑壳
昏。”肉麻到自己“当场就吐
了”。这样的一封情书居然勾
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一年
之内我想过离家出走几百次，
实际行动三次，能不回家就不
回家，为什么？因为我爸妈秀
的恩爱能把我‘虐死’。”

有句话叫做“别人家的父
母怎么那么甜”。“我爸大学时
的日记里写着：今天见马路对
面一男生自行车后座载一女
生，以为是她，非常失落，后来
细看头发长度好像不是，衣服
也不是她今天穿的那套，大松
一口气。我父母同一个大学
同一个专业，毕业后结婚。”网
友点评表示，“这还能接受，很
含蓄”。

别人家父母的情话格外甜

“其实人到一定年纪，会觉
得最可爱的人是父母。”对于父
母爱情，有网友感慨，“翻看评
论，温馨常在，辛酸常在”。

其实父母恩爱就是子女
最大的福气。有网友讲述父母
离婚带来的伤痛：“我爸妈在我
七岁时离婚了。我姐订婚时，
我妈用我姐的手机开家庭群视
频聊天时，我爸突然点进来了，

我妈红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说我
做饭去了，就挂了。”

天下的甜宠夫妻总有相
似之处。“刚结婚那阵子，我老
公给我写了一首诗：你是一块
甜甜的巧克力，我是一杯淡淡
的白开水。命运的手指轻轻一
碰，你就掉进了我的杯子里，从
此，我就变甜了。”一位女网友
在网上幸福地写下这行话。

连车牌号都要整个257（爱吾妻）

到一定年纪才觉得最可爱的人是父母

仵崇德一丝不苟地制作书签。

■潮语汇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
上来】网络流行语，形容无
缘无故就做了背锅侠，指和

“躺枪”一词相似的情形。

【你不用展示近三天的
朋友圈，我一天也不想看】
最近，微信更新后用户可将
朋友圈设置为“只有近三天
发的内容才可被其他好友看
到”。这款设置推出以后受
到部分微信用户欢迎，然而
也有网友认为这种行为非常
不尊重自己的好友。于是，
这个段子就应运而生了。

【尬文化】尬文化缘起
于尬聊、尬唱、尬酒等词语
的流行，逐渐形成适合各年
龄阶层的网络文化，主要特
征就是放飞自我、我开心就
好，尴尬着却继续快乐着，
体现出一种自我、真诚和反
差萌。俗话说，话不投机半
句多，尬聊指的就是，两个
人话不投机了，可一个人还
在使劲地说，于是就三言两
语打发陪着聊下去。

【塑料花姐妹情】形容
闺蜜之间的情谊像塑料花
一样表面永不凋谢，实则内
心勾心斗角，可能看起来亲
密无间的俩人其实私下里
说翻脸就翻脸。

【一开口就知道是脑浆
糊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老
江湖了”与“一开口就知道
是脑浆糊了”的笑点在于读
音相似，含义却截然相反，
用来吐槽一些不学无术却
爱摆谱的领导。神造句：A：

“这位是从总部调过来的某
领导，下面由他来给大家发
言。”（雷鸣般的掌声过后）
B：“领导您说得太好了，一
开口就知道是老江湖了！”

■洞见未来

未来的家
会有多智能

智 能 化 的 现 代 社 会
里，各种脑洞大开的家具
产品纷纷由幻想成为科学
家着手研究的项目。

【明暗玻璃】一分钟自
由切换透明度

一款由斯坦福大学的
工程师开发出的智能玻璃
能实现一分钟内由明变
暗。窗户根据外界环境在
不透明和透明之间切换，可
以减少能量消耗，能在冬季
供暖气和夏季吹空调时削
减20%的制冷制暖成本。

【治打鼾床垫】一键抬
起身边打鼾人

睡觉时身边的人呼噜
震天怎么办？让智能床垫
帮你一把。它分为左右两
区，每一侧都可以独立调
节角度，如果半夜被身边
的人吵醒，你可以通过遥
控器或语音指令启动另一
侧床垫的止鼾模式，这种
模式下，该侧床垫的头部
位置会轻轻抬起，保证睡
在上面的人呼吸畅通。

【遥控门锁】手机远程
操控开关门

出门在外怕家里被撬
锁、担心贵客上门扑空、怕
孩子给陌生人开门？现在，
智能门锁正试图取代人们
使用了几百年的钥匙。有
了智能锁，在给孩子宵禁的
夜里不需要担心他们偷偷
溜出去了，因为这款智能锁
可以记录所有开门的人和
开门的时间，让叛逆的孩子
们无计可施。而且，这款锁
可以给每一个敲过门的人
拍照，留存记录。

【连网灯泡】缓慢变亮
叫你起床

谁说灯泡不能上网？
无线灯泡就能让你实现在
被窝里开关灯。不仅如
此，这款灯泡可以通过设
定，在固定时间慢慢由暗
变明，让你在光线的温柔
变化中，逐渐适应起床的
时间，说不定就此治愈了
你那恼人的“起床气”。同
时，这款灯泡还可以作为
家中“防火小卫士”，如果
检测到烟雾，会自动开灯；
如果检测到一氧化碳，灯
光会变为红色。

【管家冰箱】记录食材
采购时间和存量

智能冰箱一般会在门
内侧有一个触控电脑版，在
这里你可以记录食材的采
购日期、跟踪冰箱内食物的
储存量，还可以边做饭边看
新闻、听天气预报，让做饭
不再无聊。同时可以下载
手机APP与冰箱联通，随时
随地了解冰箱里食物的数
量、保鲜保质信息，可为用
户提供健康食谱和营养禁
忌，还能提醒定时补充食品
等。（摘编自《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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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炅主持，讲述平常老
百姓家故事的全新家风类节目

《儿行千里》，每周日 22:00 在
湖南卫视播出。据悉，《儿行千
里》是何炅继《背后的故事》后，
再一次担任文化观察节目的主
持人。作为拥有丰富生活经验
和智慧的何炅，期待通过这档
节目让更多朴素的宝贵的家风
故事，影响到更多的观众。

首期节目中，陕西三代植

树治沙的张立强家庭坚守 30
多年，完成治沙造林 63 万亩，
控制流沙面积近100万亩，在
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筑起了

“绿色长城”。不把沙漠变绿洲
死都不回头的家风家训，让三
代人牢牢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而张立强母亲把“订婚信物”铃
铛随身携带，耳朵失灵却依旧
能识得铃声的故事，让主持人
何炅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录制完两期节目后，何
炅觉得，不同家庭背景的嘉宾
身上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足迹和
励志故事，这些将成为激励观
众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进一步
强化节目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
观。“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
长”，每位嘉宾都会在现场留下
一封给后代的家书，值得每一
位观众细心品味和感悟。（摘编
自《西江都市报》）

《儿行千里》传递优良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