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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到账一万元”
这是女儿手机铃声，
不料把父母吓惨了
很得意：
周围人投来好奇目光
最近几天，张婧红又
因为自己的手机铃声闹
了一场乌龙——因为她
把手机铃声设为“支付宝
到账一万元”，老妈每次
听见就会忧心忡忡问：
“为啥又赚了一万
元，
有没有走偏门？”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王薇

10 日晚 8 时多，记者在江北区财信广场见到张婧红时，她
已经更改了手机铃声。不过，她的手机库存播放仍能听到女声
播报：
“支付宝到账一万元。
”
张婧红，27 岁，在一家保健品销售公司上班，和同
事租住在冉家坝。
她说，不久前她在网上发现这个铃声，觉得特别有
趣。
“听起来秒变大款的感觉，
可以让我增加奋斗的动力。
”
张婧红说，
当天她就在网上搜索下载了这个铃声，
并设置
为手机通知音，
接到微信和短信等，
就会响该铃声。
让张婧红得意的是，
那以后，
每当手机铃声响起时，
无论身边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都会投来关注目光。
“对熟
人，
我就解释一下。半生不熟的人、客户给我开玩笑说：
你做大生意了。我就笑笑，
不说话。
”
张婧红说。

闹乌龙：
老妈以为女儿走了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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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你听过哪些奇葩铃声
学猫叫 —— 一秒破功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
”
葛先生在南岸区南坪上海城一
家广告公司上班。他说，
几个月前与女同事小萍去和甲方负责人见面。
对方 40 岁出头，身材高大，一身名牌，但是，当对方手机响起《学
猫叫》铃声时，
他和小萍当时就笑场了。
“原来，是对方女儿要他设置的。他自己都感叹，这铃声让人一
秒破功，
哈哈。
”
葛先生说。
警报音 —— 吓到朋友
陈小姐，26 岁，独居江北，把手机铃声设置成警报声，目的是给
自己壮胆。
有一次，老同学到她家做客，爬楼间隙，铃声响起，老同学拔
腿就往楼下跑。
“他们公司做了安全培训，她对这个警报
声太敏感了。
”
陈小姐说。
女友声音 —— 闹笑话
25 岁的张先生在江北区五里店一家科技公司上
班，让女友用普通话录制了一段“快回消息，么么哒”
音频作为手机铃声，
平时上班将手机设置为震动。
有一天，
手机没电了，
充好电的手机刚拿到会议室
打开，
“快回消息，
么么哒”
就连响了好几遍。
“别提多尴
尬了，
现在同事还在用这个事嘲笑我。
”
张先生说。
行家建议

张婧红说，上半年工作太忙碌，一直没回家，6 月 7 日回
到巫溪老家时，父母特别高兴，给她做了许多好吃的。她还给
父母讲了买房计划，
“现在攒了 5 万元，和爸妈一起凑齐首付，
就买个小户型搬主城去。”
当晚 8 时多，老妈走进女儿卧室，脸色不大好。老妈吞吞吐
吐半天才说，听了一下午女儿电话，得知女儿收到十几万元。
“你不会是走偏门了吧？”
张婧红这才发现，自己早已听麻木的铃声，让父母起了误
会，赶紧打开手机进行演示并解释。
误会消除了，在老妈要求下，张婧红换掉了铃声。
“ 可爱的
老妈说，这个铃声万一被坏人听见了，
我会很危险，哈哈哈。
”

手机铃声设置不要哗众取宠
“对于手机铃声，不同的人不自觉地会流露出个人
品位、
对旁人和自己的态度，还会把个人的部分内心世
界展示在公众面前。”社会心理学者谭刚强认为，手机作
为私人物品，
铃声也是随个人心情设定，
但与社会属性关
联时，
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谭刚强认为，
作为职场人士，
如果手机铃声设置过于
幼稚或哗众取宠，容易给人留下不稳重的印象。容易给人
带来误会的手机铃声，一定分场合使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
必要的尴尬或麻烦。

“爸爸女友跟我一样大”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事，
应该怎么对待？

“爸爸
女友跟我一
样大。”昨天，网友“Amor
小小桐”在厢遇 APP 缘家港
板块发帖称，
老爸找了一个跟
自己年龄一样大的女友。想
到同龄人可能成为自己后妈，
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龙玉玲

第一次见面，
当场愣住了
“Amor 小小桐”今年 33 岁，家
住在九龙坡区杨家坪盛世华城南区，
在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宏福俊悦大厦
上班。
她说，一个月前到爸爸家吃饭。吃完饭，58
岁的爸爸把她拉到书房语重心长地说：自己交了
个女友，名叫小梅，希望大家一起吃个饭。
“Amor小小桐”
从未见过小梅，
当时就答应了。
吃饭当天，她提前来到订餐的北城天街 4 楼。
没过多久，父亲就跟一个年轻女子进来了。
“Amor 小小桐”说，年轻女子上穿 T 恤和针织
衫，挎着黑色包包，下穿牛仔裤和高跟鞋，相貌身材都
很普通，但化了淡妆，
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年轻几分。
父亲对女儿说：
“这是小梅，跟你同岁。你们都是
同龄人，不用拘谨。
”
“Amor 小小桐”说，当时我愣在原地，半天才回
过神来。如果不是父亲介绍，她一开始还以为对方是
父亲女友的女儿。

喊姐还是喊姨，
女儿很尴尬
介绍过后就算认识了，但“Amor 小小桐”说，自
己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后来，父亲提出要带小梅到女儿家做客，也让

“Amor小小桐”
很苦恼。为了避免尴尬，
她特意让老公带着 5 岁的儿子出门玩。
“Amor 小小桐”说，如何称呼小梅，
也是个问题，因为对方比自己大几个
月。如果喊姐姐，辈分不对。如果喊阿
姨，
估计对方会不高兴。
“Amor 小小桐”说，后来，她用“嗯”
“喂”
招呼小梅。
当晚，
“Amor 小小桐”和小梅一起
做饭时聊天得知，小梅是去年在日本关
东旅行时和爸爸认识的，当时爸爸热心
帮助了小梅，让小梅觉得爸爸非常仗
义。因为都是重庆人，回国后一来二去
就在一起了。
“你爸踏实稳重，对我也很好，我本
来 就 喜 欢 比 较 成 熟 的 男 人 。”小 梅 对
“Amor 小小桐”
说。

无法接受同龄人当后妈
此后，小梅经常在微信上和“Amor
小小桐”聊天，让“Amor 小小桐”感觉对
方非常想跟她搞好关系。
而且，小梅时不时还给“Amor 小小
桐”的儿子买玩具，经常给“Amor 小小
桐”
送来一些糕点小吃。
但是，
“Amor 小小桐”面对小梅时
还是觉得尴尬，总是找借口能躲则躲。
她说：
“ 我 8 岁时妈妈去世了，父亲没有
再婚，独自把我养大。我也希望有个人
陪伴父亲，但是无法接受同龄人可能成
为自己的后妈。
”
“Amor 小小桐”丈夫周先生介绍，
他也开导过妻子，只要小梅对爸爸好、
爸爸觉得开心就行，没有必要在意小梅
年龄，
但妻子听不进去。
“Amor 小小桐”的爸爸也看出女儿
的心事，也跟女儿谈过心。他对女儿
说：
“我跟小梅交往有段时间了，小梅非
常贤惠，勤快活泼，烧得一手好菜。自
己老了，也希望有人陪着说说话，到处
走走看看，
希望女儿理解。
”

网友声音

“先叫老爸把财产分给你”
“Amor 小小桐”把自己的烦心事
发出来后，引来不少网友围观，谈了
自己的看法。
网友“末世疯”：
“ 他就算找个比
你小一岁的，
你也无权干涉啊。
”
网友“一只沙包”：
“ 成年人恋爱
自由——父母无权干涉子女，子女也
无权干涉父母。
”
网友“王可爱了”：
“ 找个年轻后
妈不是很正常么？她对你好对你的
爸爸好就够了。
”
网友“一只 Evelyn”：
“ 楼主现在
要对你爸好，让你爸感受到有闺女的
温暖，
尽量拖延他们结婚的步伐。
”
网友
“Seigneur”
“
：如果老爸要结
婚，
先叫老爸把财产分给你。
”
网友
“晓肥”
“
：虽说我无权干涉，
但
想一下，
如果我是楼主也会很纠结的。
”
专家支招

女儿可以帮爸爸把把关
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
燕认为，如果“Amor 小小桐”的爸爸
和小梅真心相爱，女儿却反对，是否
考虑过父亲的感受呢？如果这事发
生在女儿身上，最亲的人却不理解，
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周小燕认为，年轻人常说恋爱自
由，对“Amor 小小桐”的爸爸也是一
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父亲
的情感选择，与其生硬反对，不妨帮
爸爸把把关。如果对方动机不纯，尽
早提醒。如果对方真的和爸爸真心
相爱，
那就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