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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成功举办了!地震了!经济危机
了""这些大事# 好事# 坏事齐齐挤得
)**+

年有跌宕起伏的感觉$ 人们的情绪在
兴奋与悲伤中难以平静下来$ 这一年究竟
要如何定义!没有人说得清楚$ 不过!在那
些构成生活质地的小事中! 生出了许多可
能性文字!这些字有娱乐或自嘲的成分!也
含蓄隐约地昭示这一年发展的细节$

这些字被广泛应用在现代人的字里行
间! 甚至有人要求为其转正! 列入中华词
典$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字!如同不能回避过

去的
)**+

年!只能迎上%用之& 创造这
些词语的是思想敏锐的一小撮人!而
全中国人的集体参与却使几个普通的
词语最大程度地释放&

茱莉和丝丝是一对时尚姐妹花!

喜欢追求新鲜! 满足于积极传播的快
感&所以!当新的流行词语出现时!对她
们而言不仅是一种新的语言文本!一
种新的交流方式!一种新的娱乐手段!

更是以简约自然的样式挑战传统文学
的张狂与绝对&

某日这两人相约一起到茱莉家研
讨元旦去香港血拼便宜货等诸多事
宜& 一进门茱莉就拿出一部金光闪闪
的手机来!丝丝一看'诺基亚

'++

&丝丝
问!很贵吧(茱莉笑说')便宜!

+**

块$ *

丝丝再仔细看!不是诺基亚而是诺吉亚!鄙

视地讲'!山寨
!

版" *茱莉也不屑地回复

她')只有那些装
!""

的人才会只买贵
的!不选对的& *

茱莉和丝丝就是这样! 一直在微小的
事情上争论不休!忘记最初的主题&本来是

商量去香港的事情! 这会儿在手机门
#

事件里开始喋喋不休& 茱莉更是使出惯用

的叉腰肌
$

姿势说')就瞧不上你这样
的!崇尚品牌!可是品牌垄断对消费者只能

是压力越来越大! 明白不( 做人不能太

#$$%

& *丝丝听这话很气愤!心想!我一
早就跑来!在门外等了你半个多小时!都快
等成兵马俑了! 你还如此挑衅! 反驳到'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

!你还商量去香
港的事不!不说我走了啊& *

茱莉就怕丝丝来这一手! 因为这个倔
丫头!说走就走!绝不含糊!茱莉曾经说丝

丝就是典型的没女
'

&言归正传!说正题&

此次去香港耍! 是两人为彼此辛苦一年儿
特意为之的犒赏!本着节省开支的目标!她
们必须做一个周全的计划& 茱莉说')既然
要节省开支就住便宜点的地方! 干脆就住
在弥敦道附近的家庭旅馆吧! 一个晚上
)**

块钱!在香港住可是最贵的& *丝丝一

听这话!就怒了')你就是个垮妇
(

+ 人生
地不熟的当然是安全第一! 住私人旅馆有
安全保证吗( *)切!太小看我了吧!姐姐我
也是在江湖上混了很多年的! 那些小喽

在我眼里不是腥子
)

就是猪下水
*

!能
奈我何( *

丝丝看了一眼茱莉!心想!真惹了麻烦
还不得是我帮你扛着& 茱莉像是看透了丝

丝的心思!挑衅地说')怎的( 我承认我身

材不行# 理财不行$ 但是我口才行

+

+ *说话如此地不留余地!两个人自然也

会常常闹些不愉快!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

俩人都在忙着搞经济的时候! 吵架的机会
都少了!又何来记仇的机会(最近丝丝还在

开心网
,

上说! 许多事情真的随着时间

慢慢沉淀下来! 可是想起茱莉这么多年的
如影相随自己都会嘴角上扬!她的幽默#热
情像一坛陈酿,,,小糊涂仙&

无论茱莉嘴巴有多尖刻! 丝丝最后都
一笑了之!该吃喝吃喝!该讨论香港之行!

继续讨论&下面就是吃的问题&茱莉的意见
是!去香港是以购物为主!吃就成了次要&

丝丝却不这么认为')购物本来就是个体力
活!在路边吃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你傻

了吧!我们在路边吃!然后去肯德基里啃

椅
-

+ *)那多
.

呀!被人赶出来怎么

办(*)不会的!你们看电视上!香港雷人
/

的人和事那么多!咱们这点小动作!算得了
什么( *

丝丝一想!也是!出门在外!谁认识谁
啊( 有什么好丢脸的!那就随心所欲吧& 后
来丝丝说!她相信人体磁场一说!人与人#

人与某地如有共振发生!必有心动的感觉!

之所以她和茱莉能彼此嫌弃却彼此依赖地
做这么多年朋友! 就是因为双方找到了共
同磁场! 那就是对美好生活永远不灭的热
情和期望&

!

山寨%山
寨从字面来
解释是在山
寨中!逃避政
府管理& 通俗
地说就是克

隆#仿制!一种由民间
,-

力量发起的产业
现象&发展到最后涉及的行业林林总总!模
仿刘德华叫山寨明星!-丑女无敌. 叫山寨
版-丑女贝蒂.!总之走着将大牌的形象挪
为己用的就是山寨! 如果连名字也窃来用
的就叫微软最恨的那个词'盗版+

!""#年度娱词汇总 文
!

老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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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

年如果有一个
字比 字更热 ! 那这个字一定是
)雷*& 这个字不难理解!被雷到了!那
是什么感受( 如同被地雷轰过!震惊%

惊吓%晕倒!发音
./01234

是指听到别
人的话很讶异很惊奇抑或难以理解!

现在多用来形容那些夸张到让人极
度不能忍受之人或者事&

.

%在传统的字典解释里!

这个字是光明的意思! 可到了网络
却恰恰相反!竟然是郁闷%悲伤%无
奈%尴尬的意思&把) *字看成是一
张人脸!那么)八*就是两道因悲伤
和沮丧而下垂的眉毛!)口* 则是张
口结舌的那个口&当一个人说)我很

*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那副表
情完全和) *一样&

-

啃椅族%这个词看着新鲜!

可是于谁估计都不陌生&那些在快餐
店内买杯饮料一坐大半天的长坐客&

或者说为了享受空调!在商场的休息
室坐坐%睡睡的人&

,

开心网% 开心网是个网络
社区! 真正在郑州火起来是

)!!+

年
(

月份!那时候郑州各个写字楼里的
白领们几乎用这一个网站就天天拴
在了一起!讨论的都是买车%买奴隶%

模拟炒股之类!轻而易举去实现自己
在现实生活里难以实现的想法!故而
取名开心网& 但是!玩了一段时间之
后!就有人陆续离开!好像是因为无
聊而来!来了之后更无聊&

+

我这样不行$但是那样行%这
话来自奥运会上尼日利亚球迷打出的助威
横幅!原话是'我们乒乓球不行!我们体操
不行!但是我们足球行&这话虽然在感情上
刺激了中国球迷!但是也成为

)!!+

年奥运
会遗留下来的最牛的助威口号和挑战式语
言& 中国球迷多希望有一天可以扭转这句
话!改成'我们乒乓球行!体操行!而且足球
还行+

*

猪下水%这个词不陌生!一看就知
道是猪的内脏!猪肝猪肺猪肠子什么的!现
在指当前风行于世的时髦书籍%电影%音像
制品%电视节目%报刊杂志等& 用来形容一
个人!就是指那些蒙蔽民众%骗取钱财%欺
世盗名的衰人&

)

腥子%满嘴都是)靠*%)哇塞*%)牛
逼*%)耶*等流行词语的年轻人!自认为在
时尚风潮中茁壮成长! 他们像是资本主义
流行文化催化出来的一群饲料鸡! 靓丽活
泼!却毫无味道&一举一动都在模仿时下的
当红明星!毫无男人气概!在常人眼里是社
会组成部分里最细碎%最不足挂齿的腥子&

(

垮妇%这是 )!!+

年后半年流窜至
时尚前台的一类新女性!姿色匮乏!品味恶
劣!浑身却有使不完的表现欲&到哪儿都不
把自己当外人! 见了谁都能端出一整套生
猛的混世理论&通俗些讲!垮妇就是指一群
胸大无脑的女人&

'

没女%这个词来自韩剧-我叫金三
顺.!三顺就是没女的代表人物'没长相%没
身材%没学历%没财富%没家世的女人&就是
因为没女一无所有! 反而大大激发了她们
的勇气!不必担心失去!一门心思争取& 正
因为不必担心失去!才无所畏惧!个个都是
爆脾气&

&

关我鸟事$ 我是出来打酱油

的%说起这个词还得说艳照门!这事儿最
早被揭露出来的时候! 北京电视台记者录
制了一期节目! 在街上随机采访路人!对
567

等明星有何看法! 其中某男回答')关
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这是一种逃
避问题的回答&

与这句话意思相近的还有另外一个
词'做俯卧撑&

)8!+

年
&

月!贵州一女子跳
河身亡!事发时身边有一男性朋友!当有人
问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时!他说!我劝了她一
下!她镇定了!我就去做俯卧撑!刚做三个
她就跳下去了& 随着贵州事件真相渐趋明
朗! 以及 )房价不会跳水! 只是在做俯卧
撑*%)主持人博客曝光裸体做俯卧撑照片*

等炒作!)俯卧撑*迅速成为网络热词!成了
网友对一些问题因某种原因引而不发甚至
做立场中立状的代名词&

%#$$

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简称! 在涉及中国

)!!+

年的一些新闻报
道中!歪曲事实的言行!惹恼了中国民众&

广大爱国网友提出这一个口号' 做人不能
太

599

!泛指满口胡言%指鹿为马%颠倒是
非的人!也指垄断%霸权的思想行为&

$

叉腰肌% 不知道叉腰肌的人明显
是不关心国足的人&

)!!+

年
+

月份中国足
协副主席谢亚龙指责中国女足说' 人家巴
西队技术那么好!大牌那么多!是因为人家
晚上

::

点还去健身房练习! 你们最应该
去练习你们的叉腰肌!可你们谁去过(这一
番话立刻引起民众的关注! 因为连百度和
谷歌都不能准确地说出究竟人体哪个部位
是叉腰肌! 所以这话最后也就拿来提醒那
些总爱叉腰站的人! 或者讽刺工作能力不
强的人!就让他们去练叉腰肌&

#

手机门%这个词的原版是艳照门!

地球人都知道&

)88+

年年初最火爆的娱乐
事件莫过于艳照门! 明星们的私生活照片
为热爱八卦的人们留下一连串的遐想!同
时也留下一批供人们消遣的多功能性词
语'某某门%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新陈
代谢等&

"

装
!"

% 这个词是 )88+

年发明的
最狠的词! 因为售楼小姐说! 自从有了装
:"

这个词!

:"

楼的房子都成了滞销货&谁
都想追究这词是谁发明的!无果&或者我们
可以认为这是大家不约而同% 愈加文明的
一种提法& 其实!说白了!装

:"

就是内地
人早几年说的装

;

! 香港人说的
:"

点!也
是笨蛋%神经%刻意高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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