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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饭局都是“行为艺术”
吃饭是每个人都逃不开的
“成长必修课”

小神经

吃饭何时能回归温情

老实说，吃饭是最日
常也最别有深意的社交
行为。团聚要吃饭，告别
要吃饭，庆祝要吃饭，落
寞要吃饭。经年累月形
成的饭圈儿生存指南，成
了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成
长必修课”。

手。
“酒后表演”影帝 有的人表面看起来一本
“饭局”，一个自带国产魔幻特色的词
正经，三杯两盏下肚便胡乱唤你为“哥们”
“朋
汇。在幼时，那是七大姑八大姨“热情”邀你
友”，从《鸿雁》唱到《同桌的你》，从《学猫叫》哼
表演唱歌、背诗、跳舞的炫技舞台；
长大后，饭
到《答案》。不管男女老少，这些人一旦喝完酒，
局的意味变得更加复杂暧昧了些，入职有新
就“戏瘾上身”，一定要表演一番才能舒服。打
人饭局，相当于同僚间的面试 2.0，看一人好
着
“为大家助兴”
的好名头却是自己过足了表演
不好相处，就看 Ta 的“吃饭观”与你符不符。 瘾。吃饭是小事，表现自我争夺饭局 C 位，才是
在职有签单饭局，生意能不能谈拢，
还得看这
他们参加饭局的乐趣所在。
顿饭，有没有达到金主的满意度及格线。
退堂鼓一级演奏家 看起来老实无比，逃
所以说，
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扯上
“饭局” 起单来却老练成熟。要么吃完硬菜就走，要么
一切都变得不简单起来。有人鄙视饭局上称
就是在结账时一脸正义
“下次我来哈”
。对这些
兄道弟的“酒桌文化”，有人厌恶你来我往的
人来说，大千世界，到处都是逃单的借口。什么
频繁请客，有人嫌弃觥筹交错建立起的酒肉 “老婆找我了”
“孩子要喂奶了”
“我妈给我打电
朋友。但也有人觉得
“酒桌文化
“也能为谈事
话了”，三姑六婆，七大姨八大姑都能拿出来溜
情做嫁衣，你来我往中的感情会升温得更快，
一圈。只要是他们想逃单的时候，家里就没有
酒肉朋友发展一下也是“两肋插刀”的好朋
一个省心的人。想等着他们请客？我生待下
友。不管你对饭局抱有哪种态度，不管你属
次，
万事已蹉跎。
斗酒国服最强王者 比酒后歌唱表演家更
于哪类群体，国庆来了，大量的饭局即将来
临，你准备好了吗？
可怕的，是一定要跟你“对瓶吹”的斗酒王者。
“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感情好就是要一口闷”，
国产饭局奇葩花名册
这样的人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恨不得自己真
酒足饭饱爱唱歌、打着饱嗝爱上课……
的酒精过敏好逃过去。同级别的还好推脱，比
若你也是久经饭局蹂躏的同命人，大概也能
自己面子大的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类最强王者，
发现：
怎么哪个圈子都有这些人？
！
只会让菜鸟们默默求饶，
下次躲着走。
吹牛皮高级运动员 从第一道凉菜聊到
微型饭局体验区
最后一份水果，从自家生意谈到上亿资金池、
云数据背调、国际格局，
有一类人侃侃而谈的
饭局并非只有吃吃喝喝。社交场面，它可
程度总是超乎你想象。指点江山的模样让一
以是一次出游，一次对话，一次揣度，甚至是一
些少不更事的小青年一脸崇拜；不经意间蹦
次过手。
出几个大佬的名字让人羡慕其人脉有多精
公司团建 整个团建的过程，就像是一次
贵。这类人通常自成一圈，你方唱罢我方登
大型多人在线饭局。去唱 K，办公室小透明争
场，一来一去中颇有相声中捧哏逗哏的味道，
做人形鼓掌机；去烧烤，谁烤糊了一串鸡翅，都
将饭桌上的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倘若
能成为群嘲的话柄；
去爬山，
免不了听领导灌输
有吹牛皮大赛，这类人绝对算得上大满贯选 “爬山如做人”
的鸡血成功学……各种充满目的

饭局高发期即将来到

性的场景里，职场中人各司其职，表面上是团队
建设，实际上是社交战场。每一个在场的人，都
想从中获得
“战利品”
。
微信工作群 为了提高群“活跃度”，你从
小奶猫聊到小狼狗，从章子怡侃到郭德纲，奋
力捧哏的后果，也可能是冷场时间一次比一次
长；回复公司通知，你排队发送“收到”，领导可
能根本看不见，甚至觉得敷衍，你长篇大论抖
了个机灵，众人又觉得你鸡贼得很。在微信工
作群里发言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
饭局。
狼人杀桌游 每一次聚会，都期待好久；每
一次游戏，都后怕好久。狼人杀和饭局有很多
共同点，比如，两者都是由一两个人领导，有一
两个人吹牛、三四人迎合当捧哏，加上三四个只
会一个劲儿鼓掌当炮灰的小萌新组成。比如，
两者表面看起来都活力四射、热闹非常，但藏在
心底那点小九九，又很容易在张弛之间、嬉笑之
中，
就被暴露出来了。

没了欲望后，
吃饭才回归温情
饭局让一桌人显得很熟络，仿佛一切都变
得更加“好说”。可“平台”散了，人的交情和事
情的运作，仍一码归一码。一时推杯换盏，谈笑
风生，日后江湖再见，不一定会有人，顾及你们
还有过一顿饭的情谊。所以，没有真材实料，局
安排得再漂亮都是白费心思。
真假、是非、高下、义利……在饭局这一方
寸之地交缠、博弈，百味杂陈。远不如无视时
间、地点，赴一场说聚就聚的约。彼此卸下平日
的伪装、包袱沉重的私欲，避开犀利的视角、咄
咄逼人的话题，让吃饭重新回归脉脉温情，在舒
缓的节奏与一来一往间直面内心。有时，执一
盏，和一曲，使一筷，畅谈心，也可以有笑点、泪
点和启迪。
孟欣

听说关系铁的人见面一般不洗头
日子久不一定两相厌，
但一定会越来越无所顾忌
前阵子，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在访谈
中展示了其直男式盲点。起因是网友@王大
根发现在《海街日记》里，有一个很微妙的现
象——四姐妹在自己家里还穿着胸罩，看来
关系也没有很好。
是啊，从初识的矜持到后面的放飞自我，
越是肆无忌惮才越是能展露你跟这个人的关
系不一般，但对于亲密关系的判断，
还存在着
许多衡量标准：
敢于随便挂电话、交谈中夹杂
着很多无意义的消音词；
见面不洗头、相处不
带妆；
主动谈钱不伤感情……
总之，红尘作伴想要潇潇洒洒，
少点包袱
多点坦诚吧。

【不知道】
“见面不洗头”是熟人间的至高礼遇
“某网站曾做过一次‘如何判断感情已
经到了很熟的地 步 ’的 投 票 ，共 收 获 4662
次 表 态 ，结 果 表 明 ：17.4% 的 人 表 示 ，感 情
深不深不看一口闷，看‘洗头指数’；四分之
一的人觉得熟人是可以随性聊天的那种；还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觉得熟了就可以随便
吃肉。”
数玩研究所：如今，我们是如何表达“有
爱的”——敢于随便挂电话、吃饭敢用团购

券、随便放鸽子不内疚、交谈中夹杂着很多无意
义的消音词……彼此嫌弃地相亲相爱着。

【不可说】
从处处矜持到放飞自我共需要 4 周
“一份来自在线杂志 Jezebel 的报告研究
表明，女性平均至少要等 4 个礼拜才能接受让
伴侣看到自己不带妆的样子，而这还只是亲密
关系的冰山一角，报告中还排列出了 5 个亲密
等级，说明日子一久不一定两相厌，
但一定会越
来越无所顾忌。”
数玩研究所：一般来说，
你狼狈尴尬的时刻
迟早会在对方面前暴露无遗，所以偶像包袱就
省省吧，你再怎么矜持，
还不是会有想放飞自我
的时刻。

【不见怪】
恋爱后的男生更易对尴尬感脱敏
“根据美国约会网站 match.com 调查发
现，最快克服‘在床上放屁’这一难关，男性需
耗时 5.3 个月，女性就严格多了，要 8.5 个月。
‘让对方看到自己如厕的样子’，男性还是占先
——7.1 个月，女性要 10.7 个月，多了 100 天都
不止。
”
数玩研究所：除了个别有包袱的 boy，大多

数钢铁直男，很少会有任何“我这样做，她会不
会就不跟我好了”
的心理负担。

【不得已】
结伴旅行——亲密关系中的小型杀伤力
“和朋友、恋人、父母的相处中，你都经历过
哪些出其不意毁坏关系的小事？根据一项网络
调查显示，在‘一起旅行’
‘家务分工’
‘做游戏队
友’
‘ 布置装修房子’等选项中，23.2%的人选择
了
‘一起旅行’
，
排名最高。
”
数玩研究所：结伴旅行，意味着自己的卫生
习惯、睡眠癖好、真实外貌等隐私都会逐一暴
露，
堪称亲密关系里的重大挑战。

【不可能】
新时代下主动谈钱，
其实并不会
“伤感情”
“一份来自 Bustle 的报告显示，近 80%的
年轻人至少每周会跟伴侣聊起有关钱的话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坏事，经常谈论的人要比那
些每隔几个月谈一次的人们更幸福、对关系满
意度更高。
”
数玩研究所：这么说吧，没钱吃便宜点的餐
馆没关系，可非得去贵的餐厅然后不舍得点菜，
就有点太做作了。嘴上表示谈钱太俗，背地里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憋着不说，
更伤感情。希文

@马孤立：我对友谊的定义特别简
单，过节时收到对方群发消息祝福的，对
方就不再是朋友了。
@纳兰无羁：其实失恋这件事，只分
为三个过程：恨他的烂，回忆他的好，一
巴掌拍醒自己向前看。
@星川焰：不受点伤怎么长新肉，不
长新肉怎么变漂亮。
@纯手动吹风机：
“为什么越来越多
的人不想结婚？”
“不能给我爱情，还想来
分我的面包？”
@Jokes：快乐就像尿裤子，所有人
都看得出来，但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感
觉到那股暖意。
@的哥老龚：黄海波周立波吴秀波，
猜一首歌的名字，
《伤心太平洋》，一波还
未平息，
一波又来侵袭。
@柳宗元：
“分手应该体面……”
“分
手了还提碗面，
一看就是陕西人。
”
@明月：
“我有点小事想请你帮忙。”
“请人帮忙，到底是不是小事，是帮你的
人说了算，
望知悉。
”
@小羊爱吃酱肘子：有些人衬衫扣
子经常扣错，可剥起大闸蟹却是纳米级
的精细操作。

小心酸
@史炎 nacl：人类真是心机，拍自己
都知道要显脸小，拍月亮专挑人家脸最
大的时候拍。
@银教授：刚才我把家里的门卸掉
了，
防止幸福来敲门时我却不在家。
@口条客：得了脚气特别痒，于是
用手挠，传染给了手，希望手气能好一
点……
@回忆专用小马甲：男生想给追求
的女生送礼物：
“亲爱的，今天十五，你想
要什么？”女生：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男
生想了想：
“ 行，那我给你买一个吧！”女
生很惊讶 ，心生爱慕 ：
“ 原来你这么有
钱！
”
男生笑笑答：
“也不贵，
才十六元。
”
@圈歌歌歌：男子捡到神灯，许下愿
望：
“我想要这辈子钱多得花不完。”灯神
点点头：
“你还可以活三天。
”
@马孤立：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忠于人品，迷于声音，死于不
敢主动，
死于美颜，
死于 Ta 不喜欢你。
@我和表妹的极品事：朋友 A 说：寂
寞……空虚……冷……朋友 B 马上道：
穿上……衣服……滚……
@大头和他的朋友们：聊天中“对
了”
后面，
一般没好事。
@Everyxing：目前来看，你安度晚
年唯一的希望是患上老年痴呆，什么都
记不住，
就当什么苦都没吃过。

小囧事
@爆笑夜总汇：禅师端坐云台，每日
参禅打坐，风雨无阻。有仰慕者问禅师：
“为何每日不多不少要端坐四个时辰，可
是什么玄妙法门？”禅师淡然道：
“前两个
时辰磨洗心境，洗脱凡尘。”
“那后两个时
辰呢？“
”腿酸了站不起来……”
@大王叫我来巡山：早晨急着上班，
不小心撞到一位太婆，连忙道歉，
“ 不好
意思，没看到。”这时太婆发话了：
“ 我理
解，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这要是几十年
前的我，
你肯定老远就看到我了。
”
@追风少年刘全有：他说喜欢爱笑
的女孩子，但不是像你这样天天在网上
“哈哈哈哈呵呵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23333”
笑的。
@绝地求生：朋友说：
“ 晚上别跟我
谈吃的，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并且
住在外卖很方便的大都市。
”
@柳三便：6 岁时隔壁邻居的女孩喊
我玩过家家，我却对她不屑一顾，说要和
其他男生玩和泥巴。那是我距离婚姻生
活最近的一次，
从此便一直单身到现在。
@纯手动吹风机：这么多年，香菜终
于从猪肉手里接过了物价上涨的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