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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去游泳，因为头埋水里的，游到岸边想

抓住栏杆的，结果抓住了岸上一个

MM

的脚，把她给

拉水里了……

■

几年前，去少年宫游泳的时候遇见一个男人坐

地上一直不起来，就好奇地看着他笑，那男人很搞笑

地说，玩滑梯的时候游泳裤磨烂了一个洞……囧……

不过，最囧的还不是这个，这个他至少知道自

己泳裤破了，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人屁股上开了两个

洞还在爬滑梯！他完全不知道！

■

在泳池排泄是很正常的事。记得我同学一次

下水被冷水刺激导致腹泻，结果他游过的地方好像

墨鱼一般释放出一股一股黑雾，后面的人躲闪不及

被笼罩在雾中。 至于在游泳池里嘘嘘就更普遍了，

经常看到有人游过的水面拖曳着一道黄色的痕迹。

■

在海边也有很囧的事。看见过一次有个人围

着浴巾换泳裤， 换到一半的时候浴巾华丽丽地掉

了，周围人集体石化。

■

前几天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去游泳。倒霉的是

我近视得厉害，那时候没戴眼镜，一个男的背对着

我，我以为是我兄弟，就开玩笑把他泳裤扒了一半，

结果人家转过来———啊啊啊， 是一个不认识的！当

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趁那个男的惊讶的时候，我赶

紧跑了。

ps

：我是女的。

■

某日我一朋友去游泳，由于当时还是穷学生

一名，于是直接拿四角内裤当泳裤。下水前他摆好

一个很酷的造型叫道：“同志们，看我的！”遂“嘭”一

声跳入水中。随后人就消失了，同学找了半天才发

现原来人家躲在泳池里人少的一边，一看见同学过

来就死命招手，同学过去他压低声音说：“哥们，快帮

我把裤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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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次游啊游的，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脚下

软软的，热热的，不知道踩到什么了，赶紧游开。然后

只见刚才我踩的地方，冒出来一个潜泳的

GG

，对周

围的人大吼：刚才谁踩我！

■

我们当时那个游泳教练，他从来都不亲自下

水， 只是在岸上衣冠整齐地给我们做示范动作，结

果有一次动作过猛没掌握好平衡一下子掉下来了。

最搞笑的是， 他当时好像穿着一件棉衣还是皮衣

（当时是寒假），而且手上还拎了个包。

■

有一次，看到某男青年在水中倒立，腿毛又

黑又粗又长，在水面上漂浮……我们称之为腿毛版

水芭蕾。

■

我男朋友不会游泳，我会。泳池里，我在前面站

起，伸出手来，对几米远的他说：“过来……过来……

没事的，放轻松……”然后，只见他拿着向小朋友借的

游泳圈，套住脖子，慢慢地游了过来。我那个囧啊！

■

小时候学过游泳，自诩本事不错。事隔三年后第

一次下水，信心十足往深水区一扎，然后咕嘟咕嘟往下

沉。 一阿姨眼疾手快把我捞起来：“你会不会游泳啊？还

在深水区呢。”我一边吐水一边说：“我会！我学过的！”阿

姨恍然大悟：“哦，你会啊……”手一松，把我放了。我又

咕嘟咕嘟往下沉。阿姨大囧，赶快把我拎起来：“你不是

说你会游泳的嘛？”我大窘：“我忘记了……”

■

大连人叫去海边游泳叫洗海澡。 记得小时

候，我看见一些外地人拿着洗发水，香皂，在海边搓

啊搓啊，我们就一脸诧异。

■

刚学游泳那会儿，还没学会换气，只是把头闷在水

里然后胳膊往前刨，会漂个

10

米远的样子。某天去游泳，

一头扎进水里游开了，但是感觉手按到了什么东西，因为

在浅水区，就站了起来，见旁边一男的从水里冒出来大

叫：“谁干的？谁干的？”原来我一刨子把那人按水里了。

游泳如果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冲浪就比

较高端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内陆长大的孩

子。有一年贼胆大的包同学到泰国耍，在刚刚遭

遇了和大象一起在山坡上翻滚的意外后， 自认

为游泳技术很好有运动天赋的包同学又跑去冲

浪。此前包同学都是在电视上看别人冲浪。

“我本来是想去游泳的，结果到海边一看，

浪好大，根本就不能游。一海滩的老外除了晒太

阳，剩下的都在冲浪。他们先趴在板子上从岸边

划出去，差不多远了就转过来，借着浪头，一下子

站到板子上去，乘风破浪。那感觉就是高尔基的

《海燕》———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地飞

翔！”包同学在观察了很久之后，得出了一个结

论———“看起来也不难嘛”， 于是兴奋地和老板

用手势讨价还价了半天，租了一个冲浪板。包同

学抱着自己的冲浪板信心十足地下了海，岸上的

伙伴都兴高采烈地等着看他表演。

试了几次后，包同学才发现冲浪这件事真

的只是“看起来”不难，别人都借着浪子的势头

被冲回岸边，包同学却总找不到那个点，被一浪

一浪地越推越远。“开始水只淹到腰杆， 渐渐地

就踩不到底了。再后来周围的人越来越少。我有

点慌了，使劲往岸边游，但每次都被浪推得越来

越远。几个浪子下来，我发现周围已经一个人都

没有了，岸边的人也变得很小。我马上跟朋友狂

挥手，狂呼乱叫喊他们救我，但这群瓜娃子居然

以为我在跟他们打招呼， 还在岸上跳起跳起跟

我挥手！我都要死了，还跟我挥手！”

最后，包同学当然没有死，不过那个发现包

同学的北欧大汉差点累死了。 北欧大汉发现包

同学有点不对劲， 两人用英语鸡同鸭讲了一阵

后，北欧大汉硬生生拖着冲浪板，把包同学给拖

回了岸边！北欧大汉累爆了，一回到岸上就瘫倒

在地，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二五是一个会游泳的超级大近视， 以前她

都是“盲泳”，啥都看不见。最近她装备了一副近视

游泳镜，从而发现了一个从来没看到过的新世界。

“有一次我在更衣室看到个披着长发的妹

子，粉起码打了三层，还有两层朝天翘的假睫

毛，眼圈涂得又黑又蓝。游泳衣也很华丽，荷叶

边边都有几层。”王二五充满嫉妒地说，“一看

就不是来游泳的！”果然，那妹子就在游泳池边

用脚尖戏水，上半身都是干的。王二五怨念地

在游泳池里游来游去，只要看到哪个去和那个

妹子搭讪，立即不怀好意地游过去偷听。

“你啷个不下去游呢？”

“哎———呀———人家游不来嘛。”

“简单得很嘛，主要是胆子要大。”

“哎———呀———人家就是胆子小嘛。”

王二五在大夏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赶

紧游走了。游啊游的，突然一个“女鬼”立在她面

前：“脸上五颜六色，头发缠在脸上，五官都在流

水。”原来是那个浓妆妹子的妆花了。王二五幸

灾乐祸地笑了。 最后王二五还经验十足地嘱咐

我：“你在决定和一个妹子交往之前一定要和她

游一次泳，脸白是不是粉扑出来的、大眼睛是不

是化出来的？胸大不大，腿有多粗都无所遁形！”

游泳健将倪小姐是个难得的又美又能折腾

的女子。前两天倪小姐才去游了今年的第一泳，

结果发力过猛，“膀子都断了，吃个鸡翅膀以形

补形”。

除了游得快、能扎猛子外，倪小姐最为得意

的是， 自己发明了一种泳姿———美人鱼游法。

“潜到水底再游起来的时候很丑， 我想要游得

美一点，就自己摸索，最后发明了这种美人鱼游

法。手不要动，身体一拱一拱的，你想象一下美

人鱼的样子。”

据倪小姐透露， 这种美人鱼游法得到

了不少人的好评， 包括外国友人。“去年我

出国旅游，住在希尔顿酒店。希尔顿的游泳

池很大很美，底下打起朦胧的灯光，把氛围

衬托得很梦幻很唯美。 我展示了美人鱼游

法 ， 引得老外都来搭讪 。Hello，where� are�

you� from？”

我听得眼睛都瞪大了， 倪小姐又特别自豪

地补充了一句：“用英语哦！”

余小姐从初中开始就和游泳池结下了不解

的孽缘，学了三年浮都浮不起：“我是在小城市长

大的，以前都是到嘉陵江边踩一下水，哪里穿过

游泳衣，哪里到游泳池游过泳！第一次上游泳课

好兴奋，哪晓得我就是秤砣，下水就往里面沉。”

余小姐说有一次还差点把自己最好的朋友谋杀

在游泳池里：“突然脚杆抽筋了，心里一下子就一

片空白，乱板的时候摸到同学的脑袋，出于求生

的本能，我使劲按她的脑袋，把自己撑起来。她刚

刚浮起来，我又给她按下去。”从那以后，所有人

都对余小姐敬而远之，再也不敢在游泳池挨着她

了，余小姐只好在游泳池孤独地散步。

高中的时候， 余小姐因为穿游泳衣的事大

受打击，玻璃心碎了一地。说起这事余小姐至今

愤愤不平：“高中娃娃十五六岁的，情窦刚刚开

始萌芽，说是去游泳，你知道其实都有些猫猫狗

狗的念头。那天我和同桌去游泳，碰见一个和我

从小耍到大的男生。我兴冲冲地跟他打招呼，他

敷衍了一声，然后眼神一直往我同桌身上瞟，拽

都拽不回来。 我就看了一下我同桌， 胸大腿长

的；再看一下自己，还是个秤砣，而且还是个比

以前大了一号的秤砣！”

自从高中蒙羞了之后， 余小姐就再也没有

进过游泳池，直到大学要考游泳。余小姐凭着过

人的领悟力掌握了拼命划水却能在原地纹丝不

动浮着的绝技光荣及格。然后就到了最近，因为

北京暴雨发生了溺亡事故， 贪生怕死的余小姐

又爆发了学游泳的决心：“我是为救援人员着

想呀，万一发生了意外，至少可以帮他们多争取

1分钟的救援时间嘛。”

于是这个夏天，余小姐用游泳帽、游泳镜、

耳塞、鼻夹、救生圈把自己装备起来，全副武装

地去游泳池喝水：“肺都要呛爆了，起来就要口

吐白沫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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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做主

家 里 那 点 事 太 太 说 了 算

你是在游泳还是在卖萌？

这个热爆了的夏天，除了吃西瓜就是游泳，当然前提是你

得会游泳。

游泳健将倪小姐对我说，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就体验不到

在水里那种全身被轻柔抚摸的绝妙感觉！ 我问余小姐会不会

游泳，堆头很大的余小姐立刻一脸怨气：“我不是在游泳，我是

在喝游泳池里的水！”

请问

游 泳 的 那 些 搞 笑 事

差点谋杀了

最好的朋友

美人鱼游法

吸引了外国友人的搭讪

和妹子交往前，

先带她去游个泳

玩冲浪

差点葬身大海

购买内衣时， 应该先看级别

标注。A类是能让2周岁以内婴幼

儿穿的；B类是能接触皮肤的产

品；C类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产

品。如果你发现内衣上标着C类或

者标着“合格品”，则不要购买。

还有尺寸号型标， 如果用L、

M、X等来表示大小，则是不符合

标准的，这样的产品只能告诉我们

它的生产厂家不用心，那么质量上

很难让我们再信赖。正确的合规的

标 注 是 使 用 号 型 标 ， 如

“175/88A”。两个数字分别表示身

高和胸腰围，后面的英文字母表示

体型。在中国，偏瘦体型用Y表示，

A、B、C分别表示正常、偏胖和胖。

专家还提醒， 尽量避免买颜

色过深的内衣， 如尽量避免购买

藏青、黑色、大红、大紫等颜色的

内衣，颜色越深，你接触染料中有

害物质的机会就越大。

专家还介绍了另外一个买衣

服的方法： 看洗涤标志的标注顺

序。洗涤标志必须按照洗涤、晾晒

的正确顺序标注，如果顺序混乱，

则表明厂家不太正规。

洗涤标志：（

图片上按从左

自右的顺序

）

基本水洗符号， 它可以有一

些变化， 比如插入一只手表示可

以手洗， 标注30℃等温度表示水

温必须控制在这个温度以下。

氯漂基本符号， 图中表示可

以氯漂，而大多数是在上面打×，

表示不能氯漂。

是熨烫基本符号， 如果打

“×”，表示不能熨烫。

第4、5个均为专业维护基本

符号，如果圆圈中有个P，表示可

以干洗，干洗剂类型是四氯乙烯；

如果圆圈内有一个字母W， 表示

应该选择专业湿洗； 如果里面打

“×”，表示不能干洗；如果什么

都没有， 表示可以干洗且干洗剂

不限类型。

干燥基本符号， 也有几种变

化，里面有“丨”线，表示可悬挂

晾干；如果是“—”线，表示应该

平铺晾干， 比如羊毛衫； 如果画

“O”，表示可以机器反转干燥。

将豆腐放在干净的碗里碾

碎，然后倒入牛奶搅拌，用纱布

将豆腐包起来， 先用冰牛奶敷

脸，然后把装在纱布中的豆腐按

压在脸部。

这款冰镇面膜不仅可以在

日晒后镇静肌肤，还能使肌肤更

加白皙，并起到淡化斑痕祛斑的

作用哦。

衣服的标签

你能看懂多少？

牛奶豆腐淡斑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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