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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跟裤子“过不去”的外国人
相比夏季奥运会的热

闹，冬奥会则常常像是在

一旁不怎么受待见的小弟。

即将到来的韩国平昌冬奥

会也没逃脱被冷落的命运，

售票情况仅达预期的二分

之一。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麻烦。

据路透社消息，近日曝光的

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今年 2

月的这场冬奥会很可能会成

为30 年来最冷的一届，预

计温度将达零下14 摄氏度。

这比挪威 1994 年利勒哈默

尔冬奥会刺骨的零下11摄氏

度还低了3度。

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平昌耗费 5800 万美元打造

的主体育馆并没有建屋顶，

也就意味着 3.5 万名观众和

来自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将

被直接暴露在极寒之中。

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在

2月9日和2月25日晚上举行，

每场都将要求观众在室外待

上4到5 个小时。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文

件显示主办方将在现场分

发热水袋和毯子，还计划

在观礼前的娱乐活动中加

入观众参与的部分，以帮

助他们保持体温。预计人

数达 160 人的领导人和各

国政府代表团，作为贵宾

还将获得“温暖特权”——

比普通观众更厚的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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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中国冷出新高度，国外很多地方的人们也在风雪中各种颤抖。1 月 7 日，
英国伦敦的地铁里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明明冷得发抖，但他们只穿着内裤，
而上身却是冬装，还裹着围巾。

先别觉得他们奇怪，因为这一天是著名的“地铁无裤日”。这项起源于美国纽约，意
在让人们尝试摒弃保守、为生活增加乐趣的活动，如今也不只是全美范围内的节日，而
是走向了全世界。

不仅是“地铁无裤日”，与裤子有关的活动，世界各地的人们还玩出了更多的花样，
甚至是用来“求加薪”。

“地铁无裤日”的完整名

称为“不穿裤子搭地铁日（No 

Pants Subway Ride）”， 它 是

由美国民间组织“处处即兴”

在 2002 年发起的一项活动，

意在让 人们尝试 摒 弃 保守，

为生活增加乐趣。

根据活动规则，参与者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和路线

集合，下身只能穿内裤，再

到不同的地铁站 搭乘 地铁，

寻求轰动和搞笑效果。由于

这个节日能带来新奇、刺激

世界风 >>

年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

异常忙碌的，而对于日本上班

族来说，还意味着下班后的

公司年终酒会和在上司面前

喝得烂醉。

每到这个时候，末班车

上醉得不省人事而坐过站的

人数就会激增。客流量极大

的JR中央线从繁华的市中心

出发，终点却是位于荒郊野

岭的高尾站。因为缺乏廉价

旅馆，一路睡到终点站的乘

客只能在 24小时营业的餐厅

待到第二天，坐最早的一班

火车回城。

为此，东京特设了季节

性巴士——“睡过站救援

专线”，实际上这更像是一

个“醉鬼”救援，因为线

路的运营时间正好对应上

了年终酒会的时间。

这趟票价为 880 日元的

线路分别在去年的 12 月 9

日、16 日和 23 日的凌晨 1

时 05 分从高尾站出发，将

在周五晚上喝大酒的人们

搭载回稍为繁华的八王子

站。这里虽然离市中心仍

有距离，但人们大概可以

找到睡觉的地方了。

这已经是这条线路运

行的第四年，运营这趟巴

士的西日本东京公共汽车

公司称，去年一共有 75 人

使用了这项服务，最高峰

的一天，一共有 35 人齐齐

睡过头，在山脚下的高尾

踏上了这趟午夜巴士。

日本：“醉鬼”救援专线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一个共性，看到有水的地

方就想往里面扔枚硬币。

在意大利，这些地方被唤

作“许愿池”。

位于罗马市内，历史长达

300多年的的特雷维喷泉一直

享负盛名，不计其数的人千里

迢迢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往里

面扔枚硬币——传说中，一

枚硬币让你能够再次回到罗

马，两枚将带来一段新的恋

情，三枚则意味着婚姻的大

门向你敞开。

此前，这里每年清理出

来的价值近 100 万欧元的

硬币都被捐给了天主教公

益团体明爱。但如今，负

债累累的罗马市政府也打

起了这笔钱的主意。

据媒体The Local 报道，

现任市长维吉尼亚·拉吉提

议，市政厅应该投票抉择，

将这笔钱用在有价值的公共

项目上。目前，罗马政府负

债已经高达 136 亿欧元。

这还不是他们第一次

用许愿池来“赚钱”。去年

夏天，在这位新市长的推

动下，罗马开始对在这些

大大小小的水池中浸脚的

游客进行罚款。

意大利：许愿池还是摇钱树

韩国：裹着毯子看冬奥

当欧洲的轨道交通、航

空系统和邮政快递一次又一

次因为罢工而瘫痪时，在加

拿大有一班人马永远都无法

通过罢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就是蒙特利尔市的警察。

他们只好另辟蹊径。从

2014 年 7 月开始，游客们都

会在蒙特利尔的街头看到穿

着五颜六色裤子的警察们，

这不是什么当地特色或是警

服 标 配， 而 是 这 个 4600 人

组成的市警察局特殊的抗议

方式。

因为被禁止罢工，他们

只能通过穿着图案奇特、极

不正经的迷彩裤来宣泄对于

长年不加薪，以及被削减养

老金的不满。

寒潮来袭，中国冷出新

高度，美国近日也遭受了“怪

兽级”的暴风雪。冷成这样，

要怎么解闷呢？堆雪人已经

过时了，现在流行“冻裤子”。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

个小城里，街头冻住的牛仔

裤成了一道风景线。为了在

漫 长 的 冬 天 找 点 乐 子， 自

2013 年起，美国男子汤姆 ·

格鲁汀将牛仔裤泡水，往家

门口一甩，不到半分钟裤子

就立着了。在冻结的过程中，

他也会摆弄裤子，使其呈现

出不同的造型。汤姆称，这

脱掉裤子 全是大光腿的“地铁无裤日” 

德国柏林，民众不惧严寒不穿裤子搭乘地
铁，响应“无裤日”。

冻住裤子 满街“溜达”的牛仔裤

恶搞裤子 穿豹纹秋裤的警察们

为了抗议不公待遇，蒙特利尔的警察在裤
子上做起了文章。

说真的，裤子冻住后被摆成站起来的样子，
看上去还是有些诡异。

个创意主要是为了在漫长又

寒冷的冬天给邻居和路人带

来一丝欢乐。他还将这一创

意过程拍了下来，传到社交

媒体上，配文称：“冬天鬼

也怕冷，需要穿裤子。”

人们对这一创意深表喜

欢， 觉 得 寒 冬 也变得如 此

有趣。于是，在自家门口架

上一条冻住的牛仔裤成了小

城居民闲暇时候的一大消遣

方式，有人还给牛仔裤配了

上衣。所以，走在明尼苏达，

你会看到各种在街上“溜达”

的牛仔裤。

的体验，它如今已不只是全美范围内的节

从粉红色迷彩短裤到豹纹打底秋裤，

从白色棒球式紧身裤到格仔小丑裤，警察

们的创意层出不穷，也歪打正着，成为让

游客忍俊不禁的街头一景。

但这也曾带来一些麻烦。去年 7 月，

魁北克的一名司机在法庭

上争辩称，自己并没有看

出那个试图让他停车、穿

着 迷 彩 裤 的 女 子 是 警 察，

从而成功逃脱了 1293 加币

的罚款。

除此之外，在蒙特利尔

市的 350 周年庆典上，这

群警察还高举手电，发出

哨声和喇叭声，试图扰乱

政府耗资 3950 万美金打造

的烟花汇演。

以迷彩裤为主，时不时

的集体行动为辅，这场持

续 3 年的抗议也着实带来

了一些成效，前市长在临

近换届之时和警方握手言

和，规定在未来 7 年将累

计为其加薪 20.75%。

日，而是走向了世界，英国

伦敦、德国柏林、奥地利维

也纳以及中国多个城市的民

众都在参与。

英国伦敦市民在严冬中

光着双腿庆祝“地铁无裤日”，

已有好几年的历史。这不，1

月 7 日这天，英国伦敦只有

4 摄氏度，北美更低，零下

20 摄氏度——天寒地冻也

没有挡住大家的热情，于是

便出现了“满城尽是大光腿”

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