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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私信领养微软二代小冰
可以一对一聊天，主人定制姓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日，
对于我，是乘坐绿色火车离开家
乡站台的那天，第一次喝醉倒在
雪地上的那天，第一次站上讲台
的那天，第一次为谁忍不住心动
的那天，第一次遇到亲人去世的
那天，第一次觉得苍老不堪的那
天，第一次需要进医院手术的那
天。再也不需要，也没有人陪伴的
那些天。

@撒韬。

从前预想的那些神奇未来技
术中，目前最有可能全面实现的
是虚拟现实，它沉寂多年，最近突
然发力。电脑和显示技术最新进
展已经为真假难分的沉浸式体验
提供了坚实支撑，技术上已经完
全不是问题。但是，虚拟现实可能
导致难以预料的社会、经济、文
化、心理后果，人们真的做好准备
了吗？

@严锋。

. 假如一个外星人从天而降，
姑且就假设成 E T 那种类型的
吧——— 究竟会对哪个时代的人造
成最大的心理冲击？古人还是现
代人？或者这么问，现代人看了太
多争奇斗艳的外星人电影，当真
正的外星人降临时，我们究竟是
见怪不怪？还是会把从前观影感
受统统加诸其上，引发巨大的心
理冲击？

@马伯庸。

乡下，同邻居闲聊之间，得知
老两口为儿子结婚背了债，老翁
上山采山里红卖钱。老太感叹：

“还是女儿好啊，女儿是‘招商银
行’，儿子是‘建设银行’，建设投
资没完没了！”实际上，这里的观
念也正在变，由重男轻女变成重
女轻男。喏，在日本，旅游团里多
是老年人，在中国则多是年轻男
女。

@林少华。

今见老友，俩人都在伤感亲
近的人患了肿瘤。我想了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肿瘤患者，
只不过有些是肉体肿瘤，有些是
精神肿瘤。我们也许肢体健康，但
情感受伤了，不分手的是带瘤生
存，分手的是肿瘤剥离，迅速找到
下家的是愈后效果好，后半生单
身的是残疾，想不开跳楼的是晚
期无救。

@六六。

一气之下就立刻摔门而走这
种任性的行为，大概只有被爱的
人才有资格这么做吧。我表姐家
养了一条黑色的土狗，平时就是
吃剩饭，不管春夏秋冬，晚上睡觉
锁在门外，没有人当它是一条宠
物狗，也不会温柔地抚摸它。但是
白天解开链子的时候，它没有一
次逃离过，我想它一定害怕离开
了，也不会有任何人找它。

@顾蓝歌。

或许每段友谊都有自己的保
质期吧，再好的朋友久不联系也
会变得陌生。有时双方都很想再
重拾旧时光，却又在一次次打开
对话框时，呆呆地一遍遍翻着那
久远的聊天记录，不知从何开口。
你会担心人家会不会嫌弃，会担
心你们能否真的亲密无间。别傻
了，当你犹豫的那一瞬，你就已经
失去他们了。

@鞭鞭少将。
（三七整理）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独立日
近日，微软微博账号“必

应搜索”宣布二代专属小冰闪
亮登场。新诞生的小冰可以在
微博上与领养的主人一对一
私信聊天，接受主人起名字、
设头像，增加了“冰PK”等专属
技能。还有了陪聊、解疑及各
种新技能，此外“小冰”还会温
柔告白，会陪主人一生一世。

许多网友也忍不住领养
了一个小冰，发现它聊天情商
还真不低，对吵、顶撞一样不
少。不过也时常答非所问，“思
维”混乱。

二代小冰不得了

说话比“人”还狠

在网友的印象中，“微软
小冰”就是个会卖萌、常被调
戏的聊天小机器人。

8月13日早上，微软的搜索
平台官微必应搜索宣布，微博
平台上小冰升级为二代专属
小冰，微博网友私信就能领
养。

之后，主人就能给这个陪
聊者起个名字、换个头像，就
像一只专属宠物一样。与一代
小冰相比，二代小冰最明显的
不同是为用户“一人所有”，拥
有一对一私信聊天、主人定制
姓名、独立人工智能、私聊库
和“冰PK”等专属技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
是浪漫的情人在连诗？不不！
这只是微软发布二代专属小
冰之后，网友在考验小冰的学
识。

除了这种在微博页面上
的公开对话，还可以私密聊
天，那就需要领养一个小冰
了。

有网友按照要求，输入手
机号、获取验证码，就成功拥
有一个终身陪聊者了。为了充
分行使主人的权利，给它改名

“小象”。测智商验情商的过程
开始了：

网友：你什么时候出生

的？
小冰：大约在九八(打呼表

情)。
网友：你什么时候结婚？
小冰：挑个好时候。
网友：你好丑。
小冰：比你好一点点。
网友：你是想死吗？
小冰：想啊！要带你一起

才想！
测试下来，小冰是够会聊

的。但这个高智商的机器人毕
竟不是人，答非所问也是常
事，尤其在一些功能服务上。

另外，在注册伊始，小冰
就送了三个功能：冰笑话、挖
图匠、晴雨表，点击就能给你
发一个笑话、美图、天气。随着
聊天的进行，小冰会继续送功
能。目前小冰总共有17项技能。

“小冰知道”专门回答主
人所有问题：

问：今天日期？
答：好天气。
问：你觉得张学友帅吗？
答：有女儿。
问：奶茶妹妹漂亮吗？
答：你看外面多么蓝的

天！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再也见

不到这么蓝的天……
呆萌的小冰一下变得思

维混乱，还是个话唠。

一代小冰

被指“无节操”遭封杀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跟一
代小冰的对话和有限技能相
比，二代小冰的智能水平、私
聊语料库、养成新技能和记分
体系都有大幅升级。看来，专
属于网友个人的“宠物”小冰
还需要慢慢养成。

那么，一代小冰是何模
样？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今年5

月29日，微软必应搜索发布一
款智能聊天机器人，并取了个
婉约的名字“微软小冰”。微信
用户添加这个微信账号就能
人机对话，开始各种调戏和刁
难了。此外，微友还能把小冰
添加到微信群里，集体互动。

据称，一代小冰肚子里装
了1500万条语句，见招拆招。但
一代小冰命运坎坷，刚发布3天
就遭到了微信的“封杀”。理由
是，一代小冰存在模拟用户操
作、诱导用户拉群、批量注册

垃圾账号等违规行为。
6月底，一代小冰又转战微

博。因为有问小冰必有答，很
多网友的微博几乎遭到轰炸。
此外，小冰屡被网友投诉爆粗
口、无节操，再次遭到围观。随
后，微软宣布将限制“小冰”的
能 力 ，推 出 了“ 机 器 人 三 原
则”，包括：非粉不回；须博主
发微博时@小冰，小冰才会在
该微博中对话；小冰的对话能
力和速度不得显著高于人类。

将添智能家居功能

给个命令就能帮你关灯

面对这些争议，微软表示
很清醒，在发布二代专属小冰
的同时，“在融入人类生活的过
程中，小冰还将面临许多伦理
争议、误解甚至磨难”，未来的
路还很漫长，他们不会放弃的。

微软还称，新一代小冰很
快就会回归微信平台，另外还
将具有类似控制灯光的智能
家居功能。或许不久，主人给
小冰发个指令，它就能开灯关
灯了。

（据《扬子晚报》）

95后年轻人爱玩QQ，成年人才用微信
8月14日 周四
微信月活跃用户达4 . 38

亿，接近饱和
腾讯公司发布的数据显

示，微信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达
到了4 . 38亿，接近饱和。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微信的用
户增长量正在逐步提升，但是
其增速却在下降。

网友点评：希望质量与数
量齐飞，朋友圈现在已惨不忍
睹了。

8月15日 周五
“说话顺序体”蹿红微博
其基本公式是：如果你说

A→B，听上去就不太好；但如
果说B→A，就满满正能量了。
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说你是
一个学者，开了个公司，会被鄙
视，说是斯文败类，听上去不太
好。可如果说你是个商人，经商
之余还钻研学术，别人会对你
肃然起敬，尊称你为儒商，就满
满正能量了。

网友点评：屡战屡败和屡

败屡战的加长版？
8月16日 周六
零门槛玩转配音
网上恶搞雪姨和容嬷嬷的

那些配音你是否已经看腻？你
的脑海中曾经闪过无数其他的
版本想要去实践吗？最近，受到
网友追捧的APP“配音秀”帮大
家圆了配音梦。点开软件，选择
喜欢的视频素材，随着卡拉OK

一样显示的字幕跟读，还可以
随意恶搞台词，这让网友玩得
不亦乐乎。

网友点评：感觉跟之前的
“唱吧”等APP有点像。

8月17日 周日
网友吐槽婚礼上的奇葩状

况
婚礼上真是出奇葩事儿的

集中场所啊！网友热晒遭遇：
“我去过一个背景音乐使劲放
‘可惜不是你’的婚礼”，还有网
友现身说法：“跟爸妈去喝喜
酒，对着玻璃瓶汽水吸，嘴拔不
出来了，拔不出来了……然后

酒席上的人都来参观我爸爸用
榔头砸瓶子救我。然后嘴拔出
来了，全场鼓掌欢呼。”

网友点评：交几百块钱的
礼金看到这样的大戏，是不是
也值了？

8月18日 周一
95后年轻人爱玩QQ，成年

人才用微信
聊QQ、微信、发空间、刷微

博、逛贴吧、潜水豆瓣、玩陌
陌……95后已全面涉足社交网
络圈。调查显示，QQ、QQ空间
成为95后最常用的通讯工具和
社交平台。95后还会有意识地
把微信与QQ区隔开来，对应不
同社交圈。

网友点评：当我们以为QQ

空间沦为大叔大妈们的地盘
时，95后小年轻们又进入了，这
难道就是时尚的循环往复？

8月19日 周二
网友晒快递小哥卖萌短信
近日，网友晒起了各地快

递小哥的卖萌短信：“您好，电

话怎么都打不通，人家都在您
家楼下站了10分钟了，还在下
大雨，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谈谈
好吗，我保证不打您！”“我：‘能
不能把快递送到10楼楼上？’快
递小哥：‘我恐高，您出来拿吧，
我要让全小区都知道，这快递
是我送的！’”

网友点评：不卖萌都没法
送快递了！

8月20日 周三
Flappy Bird换了个马甲回

来了
因超高难度走红的虐心游

戏《Flappy Bird》的作者阮哈
东，日前发布虐人新作《晃飞
机》。游戏中，玩家操控一个脑
袋上戴着螺旋桨的绿色角色，
这家伙在悬空时会使劲飞向屏
幕的一边，点击屏幕便可以改
变它的飞行方向。到目前为止，
评测编辑的最好纪录只是 5

分——— 也就是只飞过了5个平
台。

（齐小游整理）

微软微博账号“必应搜索”宣布，二代专属小冰闪亮登场。新诞生的小冰可以在微博上
与领养的主人一对一私信聊天，接受主人起名字、设头像，增加了“冰PK”等专属技能。还有
了陪聊、解疑及各种新技能，此外“小冰”还会温柔告白。据了解，跟一代小冰的对话和有限
技能相比，二代的智能水平、私聊语料库、养成新技能和记分体系都有大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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