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洁 美编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04朋友圈子 聊一聊圈子里有意思的事儿
WEEKEND

只要打开了电脑
网络节每天都过

●女生节：3月7日
女生节起源于20世纪80

年代末，最先由山东大学发
起，后扩散到各高校，是一个
关爱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
的节日，是高校校园趣味文化
的代表之一。

为什么把女生节定在 3
月7日？因为很多女生都不愿
称自己为“妇女”，但又不想放
弃女性的节日特权，就把3月
7日定为女生节了。

●男人节：8月3日
男人和女人对应，3 月 8

日是国际妇女节，那么 8 月 3
日就成了网络男人节。

男人节主张释放男人辛
苦工作的疲惫，给他们一些关
怀。在这一天，作为男人，首先
得让自己放松一下，不要再埋
头于工作，给自己时间陪伴爱
人与孩子，也给他们一个关心
你的机会！这一天，男人们可
以选择出去做做户外运动，爬
山让自己放松身心，或者约上
朋友打打篮球，找回久违的运
动快感！在这一天，男同胞可
能还会收到“男人节快乐”等
内容的搞笑短信。

●闺蜜节：3月22日、5月20日
铁哥们有结拜节，闺蜜们

怎么办？
习惯上，男性好友互称死

党，女性好友则喜欢说是闺
蜜。在闺蜜们看来，友情和爱
情一样重要，甚至比男女之间
的爱情更珍贵。作家苏芩最早
提出“3·22闺蜜日”这个概念，
号召所有女性在这一天，都能
为自己的闺蜜做一件事，用实
际行动表达对闺蜜的珍视。著
名电商平台则把闺蜜节选在
了代表“我爱你”的5月20日，
用“闺蜜应该分享好物”并享
受特别折扣，掀起了网购的又
一个小高潮。 （李嘉茗）

5月17日是“吃货节”，5月20日是“网络情人节”，5月22日是“闺蜜节”，6月1日
是“淘气节”，6月18日又将迎来“粉丝节”，接下来还有“夏凉节”“狂暑节”“补水节”……
真可谓节日复节日，节日何其多！互联网时代，这些既不是传统节日，也不是国家法定节
日，而是生造出来的节日，几乎替我们每个人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天天过节。

有意思的是，一些平平无奇的日子被好几个“节日”霸占，比如5月20日就是其中的
抢手货；还有一些“节日”霸占了好几个日子，比如闺蜜节、吃货节等。基本上，这些人造
的节日最终都会被转化成商业促销，但这也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毕竟，没有多少东西
能比买买买更能激发年轻人体内的多巴胺分泌。

今天的“大周末”就为你细数几个网红节日。

虽然说是网友和商家虽然说是网友和商家
““开发开发””的节日的节日，，但每个但每个
““节日节日””我都可以从促销我都可以从促销
中受益中受益，，何乐而不为呢何乐而不为呢？？

最近我添置了一张餐边柜。这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实体店购买
的唯一物品。说起买这个餐边柜的原
因，也是为了囤从各个购物节上血拼
回来的日化用品。

一个抽屉装满“家居节”买回来
的厕纸、抽纸、餐巾纸；一个抽屉装满

“主妇节”抢到的洗衣液、洗洁精和肥
皂；一个抽屉是“洋货节”海淘的牙
膏、洗发水、沐浴露；一个抽屉是“小
家电节”尝新买下的新款榨汁机、蒸
蛋器、豆芽机……剩下两个抽屉，是

“吃货节”下单的麦片、饼干和零食及
“萌宠节”给我的咪咪买的猫砂、猫
粮、猫罐头……餐边柜一旁，堆着“凉
夏节”刚买回来的啤酒和饮料。哦，差
点忘了，橱柜里还囤着不知道什么节
买回来的米、面、油、火锅底料……我
像只准备冬眠的松鼠，把家塞得满满
当当。

在创造节日这件事上，网友和商
家的脑洞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但不管
它叫什么节，只有有优惠就好，而且
折扣力度越大越好——反正都要吃，
反正都要用，让便宜来得更猛些不好
吗？ （周浅易）

我不再会为了凑热闹我不再会为了凑热闹
去过节去消费去过节去消费。。但有些但有些
特定的促销节特定的促销节，，会细分会细分
产品的那种产品的那种，，产品经过产品经过
甄选甄选，，买起来买起来不会像大不会像大
海捞针海捞针。。

商家们为了商机而不遗余力地
搜索各种节日，甚至创造了很多新
节，不外乎是为了促销。除了必需品，
每次看到这样的大促，明明没啥要买
的，还是心里有瘾，忍不住点进去看
看。可是近年来，这些促销越来越难
吸引住我，总感觉下单即被套路。

去年“男人节”的活动页面上推
出了男士皮具专区，还有海淘频道。
我这才想到我的钱包也用了好几年
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节，我可能注意
不到它已经磨损了，于是打算趁机换
一个。看来看去，看上一个时尚品牌
的钱包，价格合理，颜色满意，柔软真
皮，样式简洁漂亮，最重要的是它很
轻薄小巧，感觉夏天都可以揣在口袋
里一样。于是下了单，眼巴巴地等它
漂洋过海来我身边。

二十来天后，我收到包裹，打开
一看，哇噻好满意，皮子很细腻，放口
袋里一点也不累赘。但当我打算把钱
转移到新钱包时，才发现人民币根本
没法放进去！这是为美元制作的钱
包，人民币放进去太宽了，露出一个
指头多来，傻眼了。要不就当零钱包？
五十的塞进去放不下，二十的、十块
的还是露出来一截。

赶紧把家里唯一一张一百的美
元放进去一看，简直合适得跟灰姑娘
的水晶鞋一样。我这辈子还没去过美
国呢，拿这个钱包干嘛？于是打算把
它送给经常去美国出差的朋友，对方
表示兼容性太差不想要，因为他也需
要放人民币。

虽然这次购物异常失败，但不得
不说，是男人节提醒了我换钱包这件
事。 （Joshua）

●单身节：11月11日
对于 11 月 11 日是单身节的来历，说法

五花八门，其中，因为这一天有4个“1”，“1”
是单嘛，而且“1”形似棍子，于是这一天，在
网络上被极其形象地定为“光棍节”。有人认
为，和“单身”相比，“光棍”属于贬义，所以现
在流行的叫法成了单身节，单身贵族嘛。

据说，单身节最早产生于校园，目的主
要是让大家关怀那些没有对象的同学。起
初，单身节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年轻人的娱乐
性另类节日，但通过网络，尤其是电商等媒
介的推波助澜，单身节逐渐变成了一个消费
代码——“双11”已经成了我们的“黑色星期
五”，翻译成通俗的大白话，就是——大！促！
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被广泛知晓的、折
扣力度最大的打折季了。

各大商家都以脱光为由疯狂打折，每年
的花样还略有差别：团购、包邮、预售、第二
件半价等促销手段轮番登场。据一项调查数

据显示，每年“双11”买买买的“剁手党”中，
单身人群的消费能力不在话下。
●卖萌节：10月10日

“萌”就是比可爱还可爱。起初，在微博
等诸多交流平台上，网友们会频繁地用“萌”
来形容某个视频、某张图片、某段文字，“萌”
的东西在互联网上快速聚集眼球，有关萌的
内容，成了最容易引发网友共鸣的东西。现
在，“萌”的对象已经不仅局限于人或物，它
已经形成了互联网文化的一种。

有网友将“萌”字拆解。两个“十”并排组
成“艹”，“日”“月”二字组成“艹”下的“明”。十
日十月即为萌，于是10月10日成了卖萌节。

萌文化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引发共鸣，
和萌本身的特质是分不开的，“萌”最基本的
特质就是友善、无害、易亲近。萌文化显得轻
松，十分贴合网络文化自由、自然、平等的精
神核心，卖萌节当天，网友们大可以尽情释
放自己的萌。

●结拜节：4月17日
4 月 17 日被网友称之为世界铁哥们儿

日，也称结拜节。
和最被熟知的光棍节一样，这也是网友

自创的节日。4·17是“死一起”的谐音——电
影看得多了，里面“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
日 xxx 与 xxx 结成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的场景，成了兄弟情的最强代言。把
这一天定义成世界铁哥们儿日，表达兄弟义
气也算是恰如其分了。
●网络情人节：5月20日、5月21日

网络情人节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定
于每年的5月20日或5月21日。该节日源于
歌手范晓萱《数字恋爱》中“520”谐音“我爱
你”。后来，“521”也逐渐被情侣们赋予了“我
愿意”或“我爱你”之意。

因为谐音的美好寓意，每年的这两天也
成了情侣们扎堆登记结婚、举办婚宴的良辰
吉日。
●示爱节：9月12日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继网络情人节后，
网友又借“就要爱”的谐音，将9月12日命名
为示爱节。

暗恋是爱情中最浪漫也最无奈的一种
情感。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很多人都不敢说
出口。与其躲在角落里默默关注那个人，不如
大胆借着这一天向对方表明心意吧。

谐音梗也不是百试百灵的——9·12“就
要爱”之后，马上就是9·13“就要散”。示爱节
之后紧跟着分手节的尴尬，真是一言难尽。
●吃货节：5月17日、5月27日、9月17日

5·17谐音“我要吃”，是吃货内心真实欲
望的写照；5·27谐音“我爱吃”，是吃货对天
下美食最长情的告白；9·17谐音“就要吃”，
是吃货无论贫穷或变胖，对吃不离不弃的真
爱宣言。

随着吃货文化的流行，于是5月17日、5
月27日、9月17日，三个吃货节，渐渐在网络
上流行开来。每当吃货节来临，各大电商平
台，自是各种让利促销，打折秒杀扑面而来，
绝对让吃货们眼前一亮，不可抵挡。
●爱妻节：5月27日

5·27除了谐音“我爱吃”，听起来和“吾
爱妻”也没差。

国人性格里的谦虚含蓄，往往使我们在
感恩、表达爱意上显得羞涩，尤其是对朝夕
相伴的妻子，习惯了她的付出与陪伴，满怀
感激却爱你在心口难开。爱妻节是一个表达
感恩、爱意的专属节日。这个节日也旨在向
所有丈夫发出呼吁，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要
忽略对妻子的关心与爱护。
●八卦节：8月18日

8·18谐音“发要发”，绝对是个好日子，
但对于网友来说，8月18日还有另外一层含
义，他们把这一天视为八卦的狂欢。

这一切都源于各大论坛中无处不在的
“818”。“八卦”源自道家文化，后又衍生出另
一种含义：专指娱乐圈中，非正式的、不确定
的、没有根据的、捕风捉影的明星消息。纵观
各大论坛，基本上都有“娱乐八卦”的版块，
在这样的版块中，“八卦”的本意就是到处说
说，传播话题。

818的发音与“八一八（八卦一下）”或更
深层的“扒一扒（扒皮、深挖，意指撕开虚伪
伪装，还原明星真相）”相同，是八卦论坛帖
子中的标志性标题。在818的引领下，没有什
么话题是不可以被讨论的。正如一位网友所
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满屏的 818 这
个，818那个，从曾经的一头雾水到现在的运
用自如，818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甚
至我们的骨髓中。818也从最开始的八卦明
星，到后来的八卦极品邻居、同学和同事，再
到现在的无所不八，真的是生活无处不八卦。

很多年前，范晓萱的一

首《数字恋爱》成了谐音传情

的经典案例，歌里唱：“我想现在正

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仍要对彼

此表白……3155530都是都是我想

你/520 是我爱你/000 是要 kiss-

ing”……数字谐音，是人造节

日最普遍的灵感。

男女平等。既然妇女

有专属的节日，为什么女孩

们和男人们没有自己的呢？于是

以3·8为灵感，衍生出了3·7女生

节和8·3男人节。当然，还有一些

节日，很难追溯它最初的起

因，反正，它就这么来了

……

还有些节日，
是衍生而来的

电影《志明与春娇》里，

张志明给余春娇发过一条短

信：n55！wI，起初让人摸不着头脑，

以为是一串乱码。但随着剧情的演

进，真相揭开：倒过来看，这不就是

英语的I miss u（我想你）吗？这一

类节日，大概就是以“形”为灵

感创建的吧。

这些节日，来自“形”似

这些节日，源于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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