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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网络发达的时代，
公众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从网
上获取大量资源，凭借自身的
勤奋和努力获取知识，甚至在
某些领域做出不凡的成就。在
这样的条件下，我更想问的
是：大学何为？我想，如果大学
不能提供与社会上不同的东
西，不能够在课堂上启发心
智、教会学生如何独立自主地
思考，那么在网络时代，大学
课堂被人抛弃也是很正常的
事了。原因很简单，你教授的
知识在大学外也可以轻易获
得。

@伶舟如梦

许多人对工厂级的科技
创新不太懂，自以为只有苹果
手机是创新。我来普及一下工
厂概念，做西装是几百年的老
产业了吧，你觉得还可以创新
吗？当然可以。20年前的西装
大概是三斤重，现在也就一斤
了。儿童玩具是塑料制品，很
难创新吧？你看看现在的孩子
玩的儿童车，我们小时候见过
吗？创新不仅仅是高科技行
业。

@财上海

“为知识付费”这个概念
的诞生，制造了一个辉煌的假
象，貌似网民的觉醒，开始向
优质内容回归。但看看那些自
媒体上绝大多数的“10万+”以
及新闻客户端中那些留言评
论最多的文章，就会知道，所
谓的“为知识付费”，目前仍然
不过是为追星付费、为商业潮
流制造的洗脑游戏付费、为信
息恐慌付费。

@韩浩月

书的重点不在载体，而在
内容。无论是刻在石头、竹子
上还是印在纸上或电子档，内
容是一样的。我现在随身携带
kindle，手机里装了数个阅读
软件，已习惯电子阅读了，纸
质书籍只有特别经典的，才买
一套搁家里。

@马伯庸

小时候，以为一本书会带
来一个新世界，后来，以为一
个女孩子会带来一个新世界，
再后来，现在，以为一个APP
会带来一个新世界……

@鹦鹉史航

据说现在输入法的词序
是按照人群的使用频率在线
统计生成的，对于我这种喜欢
用声母打字的拼音使用者来
说，“明天上午”一不留神就会
被选成“美腿丝袜”。也许以后
早起的人多了，这个顺序可以
扳回来。

@读库

“都会好起来”像成年人
约定好的一句暗语，我说了这
个你就不可以再难过，因为

“都会好起来”，但我们都知
道，这句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粽粽粽粽粽粽粽
（三七整理）

现在以为一个APP
会带来一个新世界

图书也“共享”借书不限时
“借书人”公众号上线一年拥有2万用户，但目前难见盈利点

几乎在一夜之间，共享单车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其实，共享图书比共享单车行动得更早，其
中有一个“借书人”的图书共享平台已运营一年。人们更关心的是，单车可以共享，但图书靠共享
获得商业回报的路途还很远，这成为网上的一个热议话题。

少年申请免费吃炸鸡在社交网站热传
4月13日 周四
网友晒父子尬聊现场对

话
尬聊，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有网友晒出和爸爸的日
常对话：“我：今天晚上和同
事去吃饭了。爸爸：跟同事吃
饭，同事跟你一个单位吗？”

“我室友高考结束把所有书
都带回家，她爸差点气死，以
为她退学了”。

网友点评：这些爸爸可
能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个孩
子。

4月14日 周五
网友用多肉植物叶片炒

出“肉炒多肉”
有网友用买来的几棵多

肉植物，做了一道叫“肉炒多
肉”的菜，有些吃货顿时蠢蠢
欲动。但此时园艺专业的网
友表示，不以食用为目的的
植物最好都别吃，小心农药

残留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点评：什么都逃不

过大家的嘴！
4月15日 周六
少年申请免费吃炸鸡块

在社交网站热传
美国内华达州16岁少年

威尔克森在网上询问某汉堡
店：“想吃一年的免费炸鸡需
要几次转发？”该汉堡店回复
他1800万次。威尔克森开始
在网上请求网民帮他完成心
愿，截至目前威尔克森已转
发240万次。

网友点评：吃货的执念。
4月16日 周日
网友花5000元买到王思

聪四字回答
有网友花5000元在微博

向王思聪提问，却只得到4个
字的答复“熟能生巧”。据调
查，付费问答平台上活跃度
较高的主要是一些娱乐明

星，他们的问题价格都相对
较高。

网友点评：一个愿打一
个愿挨。

4月17日 周一
研究称女性过度使用手

机更易抑郁
美国最近一项研究显

示，过度使用手机容易令人
抑郁，尤其是女性，7%的调查
对象用手机“上瘾”，12%“狂
热”。这两组调查对象都因内
心迫切需要手机而遭遇个
人、社交和工作问题，且都有
抑郁、社交孤立、社交焦虑、
冲动和自卑症状。

网友点评：没手机可玩
我会更抑郁！

4月18日 周二
86版《西游记》总导演杨

洁去世，网友深情追念
杨洁导演去世的消息传

来后，网友们的悼念很快在网

上铺开。对大多数网友来说，
86版《西游记》被看做是童年
和青春的象征，总导演杨洁的
逝世，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一个
时代的终结。太多的怀念和回
忆在网上传递。

网友点评：谢谢您给我
们带来的经典。

4月19日 周三
网友用不化妆表达对公

司的失望
一个人对公司完全失望

会怎样？有网友发微博说，
“去公司上班都不化妆了，浪
费化妆品……”网友们一万
点赞同，留言句句扎心！“现
在上班不洗头不洗脸，反正
同事里没有我喜欢的男生。”

“整个财务部只有我是未婚
女性，化妆干吗？”

网友点评：哀莫大于心
死，心死莫大于素颜。

（齐小游整理）

【热搜】

【微博】

【热点】

□路艳霞

书痴创建
“借书人”微信公众号

“借书人”平台创始人是
个书痴，他叫陈东赞。2007年
陈东赞狠下一条心，在哈尔
滨开了一家书店，谁知风云
突变，网上书店横空出世，让
他的书店梦破碎。但他和书
的缘分永远在，即便在国外
做生意，他在国内的朋友也
会寄来成箱的书让他过瘾。

时隔近10年，陈东赞对书
的痴迷再次找到了突破口。他
琢磨，在图书馆借书、还书，路
途奔波不说，还得受借书数
量、借阅时间限制，如果这些
限制都不存在，让人痛痛快快
借书看该有多好，“我想来想
去，自己该干点什么了！”

朋友间凑了50万元，一个
叫“借书人”的微信公众号在
哈尔滨诞生，在历经3个多月
的技术开发后，借书平台于去
年3月破土而出。但朋友们并
不看好，他们都嘀咕，“如今这
年头，谁还会看纸质书？”陈东
赞偏不信，他拿着印有“借书
人”二维码的书签来到图书馆
门口发放，谁知当天晚上就有
人下了单，一位叫“远方”的网
友借了一本书《你是哪里人》，
这比陈东赞预估的时间提前
了好几天。

在这个“云端图书馆”借
书，不仅要缴纳和图书定价
等值的押金，还要支付快递
费、包装费(计算方式为起始
价+押金金额×2%)，等书借
阅归还后，押金全额退还。有
读者计算，一本书的阅读成
本约有三四元左右，比图书
馆的借书成本要高。但“借书
人”又另出一招，如果觉得不
划算，借来的书可以转借他

人，让他人代还，就省去自己
寄回去的费用。

陈东赞回忆，最初一个
月，他接到订单后亲自担当
快递小哥，从早到晚坐着公
交车飞奔在城市各个角落，
一天算下来能跑十几个单。
很多人下第一个单都是抱着
冒险心态，反正也就二十多
块钱，被骗了也就骗了。但此
后当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
的，就会大起胆子，多借起
来。陈东赞像发现新大陆一
样开心宣布，现在借书最多
的已借到了64本，支付押金
3000多元，“我们现在有七八
千本书，在外跑着的书有五
千多本呢。”

经济发达地区
借阅率最高

上线一年来，“借书人”
已拥有两万多用户，借书者
已近3000人，以80后、90后居
多，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
等经济发达地区借阅率最
高，而来自北京的用户占十
分之一多。

广东网友“汪加加”说，
有段时间整理书柜，发现有
许多被噱头吸引，买回来又
不看的书，感觉有些浪费。后
来她无意中在豆瓣看见有人
推荐“借书人”公众号，觉得
挺新颖，就关注了这个公众
号。尽管心存担心，她第一次
还是借阅了《诊疗上的谎言》

《觉醒与超越》《日益亲近：心
理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心灵对
话》等几本书。

“总想着是借来的书，所
以看得比较快，也比较爱
惜。”“汪加加”的说法，和陈
东赞的发现是一致的。“所有
流转出去的书，即便经过了
五六个人之手，也跟新的一
样。”陈东赞透露，其实每本
借阅的书，都包有书膜，但很
多拿到书的人都是洗了手再
翻阅。

根据借阅规则，图书破
损要自愿支付一定数额的破
损费，截至目前已有400多笔
支付记录。陈东赞说：“只有
两位用户将书损坏，但不愿
意支付破损费。不支付我们
也不扣押金，但他们被拉入
了黑名单，永远不能再借
了。”

至于借阅榜上的热门图
书，借阅率最高的当数《解忧
杂货店》，目前采购了100多
本，都在外面流转。定价高的
书也很受欢迎，比如1298元的
艺术类图书《神圣艺术》，一
位用户借阅了半年之久。

难以弥补
图书馆不足

“让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装满三百本书的书架，是‘借
书人’最终的目标和愿望。”
陈东赞说。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汪加加”说：“因为图书
快递距离远，我借的书都要
一周才到，有的时候书都到
了，却忘了为啥要读。”也有
借阅者认为，按照原价借的
话，押金的确是高了一些，这
妨碍了更多人的加入。

陈东赞透露，尽管“借书
人”目前尚未盈利，但他坚
信，只要用户达到一定规模，
盈利不是梦想。他眼下急于
要解决的问题是，快递路途
远、时间长影响了用户体验，
所以决定将线下地址迁往上
海。而且他们还开发了“取书
人”计划，让每个借书人充当
取书人，可以抢单上门收取
同城附近的借书人所还的
书，赚取还书人支付的还书
服务费。

不过，业内人士依然对
“借书人”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百道网CEO程三国认为，弥补
公共图书馆不足，单靠云端图
书馆借书还不够，将公共空间
建起来才更现实，“比如建设
更多的社区图书馆，在书店增
加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还书功
能等”。在他看来，公益性图书
借阅服务越发达，类似“借书
人”的共享图书商业模式就越
难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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