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外上微信

也爱发表情包和红包

时间走过小满，这个稻
麦结穗、将满未满的时节，正
应和了中国美学“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的最佳境界。但现
实是，行至半路之人最是惶
惑，一见前路烟云缭绕，就要
转路另行。

现在，当数百个挂着乐
视VP、总监、资深主管头衔
的高阶职场人蜂拥奔下乐视
的急转道寻找下家时，他们
心里，可没有一点儿乐视老
板贾跃亭微博里“小得盈满”
的从容。

在众多针对乐视危机的
挞伐里，有个众星为何不再
捧“跃”的声音颇有意味：乐
视不是第一次遇到危机，相
反可以说乐视就是在一个又

一个的危机里发展壮大的，
但为什么三年前更为严峻的
政商危机中，一众实力干将
纷纷来投？如今的危机虽大，
但至少有融创孙宏斌雪中送
炭，为什么败走襄阳时来投
的诸葛亮，都往西蜀进军了
倒散伙了呢？

总拿着三国故事做现代
商业解读的人们，可能忘了
一点，现在的员工，除了良臣
择主，更要择股。通过这次媒
体深扒乐视，贾跃亭的慷慨
倒也显露无疑，即使在以慷
慨著称的互联网创业圈里，
也是不多见的。

比如贾跃亭会慷慨拿出
旗下最优质资产乐视网的上
市股票来激励高管，还会把
新公司30%以上的股权送给
团队成员，就是余下的，也时
不时来上一次股权激励。就
连自己的那部分股权，也愿
意拿出来给高管分享。

要知道，二三年前的乐
视网股价，可是每股近200元
的著名妖股，连旗下排名靠
后的VR子公司，都是估值30
亿元的潜力明星。所以，看似
蒙眼狂奔前路未卜，可投奔
而来的高管们一上来就拿到
价值千万的股票，实打实的
好处可是就摆在眼前。

记得去年乐视开始做互
联网汽车时，在高薪酬和高
股权激励下，别说中国的传
统车企高管、总工，就连美国
的汽车从业者也成群结队地
加盟。彼时这些人纷纷表示，
互联网企业给了他们一个再
次证明自己、寻找新的突破
的天地。

但随着乐视网股价一路
走低，各种停牌、公告，一路
下滑到不到30元时，还不到
存亡关头，高管们就走得一
个不剩。

想让一个员工对企业产
生归属感，什么时候都是件
复杂的事情，但至少有一点
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让员
工看到前景、看到价值。

在互联网创业初期，这
个前景和价值，可以用情怀、
用愿景、用PPT来武装，但现
在随着身处其中之人经历了
越来越多的套路，估值和股
价，便越发成为权衡去留的
标尺。

毕竟梦想虽好，但人都
活在现实里，只有现实与梦
想同步刺激，员工才会和老
板一起亢奋，把梦想实现。

深夜失眠时最魂牵梦绕的美食是什么？

大学老师手绘国画留住美食记忆
□孔小平

红烧肉是网友
最难忘怀的食物

林帝浣的微信公众号里
面涵盖了天南地北的美食国
画，比如小葱拌豆腐、一碗红
烧肉、烧烤串等等。林帝浣
说，呈现出来的是他精选的，
很打动他，创作这些国画大
概花了一周时间。

在手绘画上，两杯红酒
边上一块诱人的红烧肉，让
人看了食欲满满，林帝浣配
的文字是：幸福就是一个有
风、有雨、有酒、有肉、有你、
有我的晚上。

参与分享这个故事的网
友@夏天-Summer说，她深
夜最魂牵梦系的就是红烧
肉，“咸中带一点点甜，简直
百吃不腻，反正五花肉做的
任何菜都爱吃。”

烤翅简直是全
国烧烤摊的标配

进入夏季后，人们最爱
的就是烧烤摊了吧，生蚝如
今也成了夜宵的主打，林帝
浣的“蚝情万丈，啤酒一扎”
手绘图上配的是四个饱满的
生蚝。

网友@只若初见说：“十
几年前，他第一次不远千里
来看我，我带着他徒步环游
小城，手牵着手，从日出到日
落；看光影在他脸上的斑驳。
带他尝本地的各种特色美
食，看他满脸欢喜吃炭烧生
蚝。于是，从那之后，炭烧生
蚝就成了爱情的味道……”

不是只有情侣爱吃炭烧
生蚝，@三火说，深夜，小雨，
独居，默默去附近的烧蚝店，
耐心等老板烧好一打不加辣
的炭烧生蚝，然后回家默默
吃了再睡觉。

林帝浣的“红红火火恍
恍惚惚的烧烤摊”手绘画让
人看了就想直奔烧烤摊，烤
鱿鱼、烤鸡翅、烤虾、烤韭菜、
烤香菇，这些简直就是烧烤
摊的标配，而且全国通用。

“外婆菜”有一
种爱的味道

许多的食物承载的其实
是一份乡愁，甚至是甜到忧
伤的爱恋。

外婆的酸萝卜更是一
种亲情的寄托，林帝浣的手
绘画用一碗白稀饭配了酸
萝卜，红色的胡萝卜和白色
的白萝卜装在小碟里做小
菜。

网友@JoyceLu说他家
有一种“外婆菜”，是她们姐
妹和妈妈一起命名的，不算
名贵美食，但却是爱的味
道。把萝卜干切碎，放点花
生油，拌一拌就可以了，在
我们的记忆里与白粥是绝
配。“前几天，全家一起回去
看外婆，她更老了，再也不
能像从前那样给我们做一
堆好吃的食物等着我们，不
过吃早餐的时候还是能吃
到‘外婆菜’，还是原来的味
道，特别好吃，今天回程外
婆一直在烈日下看着我们
开车走，突然说等一下，然
后往回跑，回来时拿着昨晚
没吃完的哈密瓜。看着她努
力向我们跑来的时候，鼻子
很酸。”

用国画手绘网

友的美食故事

林帝浣说，300多个网
友发来的美食都是他们记
忆深刻的家常菜，因为他一
直画国画，所以就尝试着用
国画来手绘这些美食，“其
实挺难的，一般来说，国画
画的都是梅兰竹菊，很少有
画食材的先例，所以我无从
借鉴，但又很想突破和创新
一下，用国画来表现现代生
活。”

林帝浣举例说，像大家
爱吃的馄饨、烤串、臭豆腐和
白粥等等，都很难画，而且国
画手绘之余，他还给有些美
食专门配了文字，这些文字
是用行书写的。

他说，这次微信公众号
推出来后很多网友觉得很
有新意，他备受鼓舞，想继
续用国画来画网友的故事，
以后也许会出书，或者图文
集。

【热帖】

【微观】

在中国的老外用微信发
表情包的数量比中国微信普
通用户多45%，每月人均发
送 微 信 红 包 次 数 高 达 1 0
次——— 近日发布的在华外国
用户微信生活观察报告显
示，微信不仅是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在华老外玩起微信
来也很“溜”。

报告显示，在华外国用
户比中国用户月均发消息的
数量多6成，使用音频和视频
功能的频率也分别比国人多
42%和13%。

表情包和发红包都是备
受欢迎的沟通方式。老外比
国人月均多发45%的表情包，
月均发送微信红包次数高达
10次，翻译功能的使用次数更
是微信典型用户的3倍。

报告还发现，无现金生
活对外国人已产生了深入的
影响，10个外国人中有6个在
使用微信支付——— 数据显
示，在华外国用户使用微信
支付比例高达64 . 4%，10个在
中国生活学习的老外中有6
个都已在享受无现金生活的
便利。

老外最喜欢用微信为啥
买单？交通出行、团购外卖、
餐饮、便利店、线下超市和线
上商超成为老外使用最多的
6个场景。

在中国读书的高佑思是
以色列人，1994年出生，也是
学校“歪果仁研究协会”会
长，各种中国网络用语信手
拈来，然而他学中文也只不
过四年半，高佑思用“老外
2 . 0”来概括这种现象。

加密快递单试水

网友怎么看

日前，顺丰快递表示已
经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新版
加密快递单。除了姓名、电话
等敏感信息，客户的地址信
息也将由编码代替，在快递
面单上完全实现个人信息加
密化。对此，网友有不同看
法。

网友点评：
@小顽皮钟点车：这是

一大进步，防止泄露个人信
息。

@解忧故事店：挺好的，
以后不用特意撕掉运单了。

@沙夏：还是希望能留
个姓氏，不然不知道谁收的。

@江月满衣：以前也有
那种隐藏姓名和电话的快递
单，但每次快递小哥都要把
我的名字再写在快递单上。

@沐迟迟：就怕内鬼泄
密，上次我在网上买完东西
就接到好几个诈骗电话。

@打个栗子：太好了，终
于不用在网购时用奇奇怪怪
的化名了。

@水瓶座：寄到学校的
快递都是在路边堆成一座小
山，收件人名字都是代码的
话，找快递可就费劲了。

@冰凝：“双11”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收寄件效率呀？
着急的还是快递小哥。

网友热议“过清凉夏天的必备品”
近日，微博上一则“说说

哪些东西，是一个清凉的夏
季必不可少的”的帖子引发
许多网友热议，大家纷纷晒
出自己的消暑佳品。

@煮饭男阿姨：枯藤老
树昏鸦，晚饭有鱼有虾，空调
WiFi西瓜，夕阳西下，你赚钱
我败家！

@佩佩猪：吹着空调盖
着棉被打王者荣耀。

@winsia：宿舍党必备蚊
帐。

@阿语蠢蠢：评论里没
有清凉油吗？这么清凉防蚊
夏天必备的东西。

@原图李白：一个清凉

的发型啊？
@MSUGA：去跟喜欢的

人表白啊，包你瞬间透心凉。
@爱美食的土地公公：

空调房里吃火锅，开到最低，
真是又冷又热又爽！

@悠哈悠哈不是糖：东
北大板、火炬、可爱多、随便、
绿舌头、巧乐滋、奶昔、三色
杯、千层雪、盐水棒冰……都
是清凉夏天的必备品。

@燕砸砸：海南的夏天，
当然是清补凉、炒冰、冰镇椰
子水、冰镇西瓜。还有海边的
酸梅汁！

@混世小魔牛：看看你
的银行卡，想想你的成绩，顿

时心凉了。
@周子琪：冰镇雪碧，带

冰碴儿的那种，大排档、大扎
啤。

原来回忆过往就可以达
到“心静自然凉”的效果。@
周公子ZZ：我时常回想童年
的夏天 :吱呀吱呀转的大风
扇，阳台晾衣绳上的小衬衫，
阳光下七彩的泡泡，屋檐下
打盹的白猫，草丛里咕呱的
蛙叫，老槐树下奶奶爷爷的
躺椅蒲扇摇啊摇，厨房里冰
糖放入酸梅汤的当啷响，吃
凉西瓜时淌了满身的水，甜
甜的，黏黏的，让人想念。

（阿拉丁整理）

【日志】

择主也择股

□阿三

深夜，在社交媒
体上最怕遇到满屏满
屏的美食图片了，惹
得网友咽着口水纠结
是否要去吃夜宵。近
日，中山大学教师林
帝浣在公众号提问：
深夜失眠时，你最魂
牵 梦 绕 的 美 食 是 什
么？又有着怎样的故
事？收到300多个承载
着亲情乡愁和爱恋的
答案，于是他用手绘
国画来表达网友的故
事，30多张美食图片
再次让网友舔屏。

中山大学教师林帝浣手

绘了30多张美食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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