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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并非全都开卷有
益，有些书无益，有些书无
聊，有些书还有害。读书要做
减法，从前如此，现在更如
此。现在读书的时间本来就
被微博、微信挤掉那么多，剩
下的就更要小心使用了。信
息时代，如果啥都看，人就被
信息淹死了。

@严锋

才智有很多有意思的特
性，例如说才智是这样一种
东西，分享以后你并不失去，
你还拥有。我给大家讲了课
以后，这东西也不因为我讲
了就从我这里消失，还在我
的大脑里，没准我从你那里
还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胡泳

学习，就是为大脑提供
完全新鲜的刺激，迫使它建
立新的连接，点燃新的区域，
你就是只背了一个英文单
词，大脑也受到训练，学习是
纯收益的事。人不学习，圈子
与知识固化，大脑缺少刺激
与交流，能力与智力就慢慢
下降。

@连岳

从柯洁与阿尔法狗的对
阵来看，柯洁越下越好，并非
毫无胜机。人类短期学习的
能力依然超过机器，所以柯
洁从这两盘得到的经验教训
要比阿尔法狗多，随机应变
的能力更强。

@群玉七

“闭门造车”这个成语，
最早见于北宋雪窦禅师的

《碧岩录》，当时是八字俗语：
“闭门造车，出而合辙”，意思
是：只要遵循同一规制，哪怕
关门造车，车轮一样能对齐
车辙。禅宗很喜欢玩这个梗，
朱熹也用这句比喻过治学之
道。可惜后来不知为啥发生
异化，后四个字丢了，挺好一
句赞美标准化作业的话，变
成贬义。

@马伯庸

觉得我这一代人有一个
好处，就是基本算是和互联
网一起成长的。我们当年留
在网上的各种中二文字，基
本都已随着一个个互联网公
司的没落而被人遗忘。而到
了自己比较理性、比较懂事
的年龄，又可以享受互联网
发达的好处。而现在的年轻
人在网上说几句傻话，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无限转发
无限放大，遭到陌生人的人
肉和唾骂。有时候看到觉得
真是可怜。

@AcAciaZizzo_前前

自从开始健身后，我的
饮食习惯就变了。以前吃零
食都是直接吃，现在要先看
一下热量表，如果热量太高，
就哭着吃。

@银教授
（三七整理）

信息时代如果啥都看

人就被信息淹死了

“花式共享”爆炸式增长
共享一切的生活美好吗

现在，曾经最受欢迎的“老婆与车恕不外借”车贴，已经不见了踪影，毕竟，那么多私家车成了
共享专车。汽车、自行车、充电宝、雨伞、篮球……近来，出现了越来越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能共
享的东西，没错，现在确实是个花式共享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你，过得好吗？

【热搜】

【微博】

□亚树直

开心！一天的生活
都可以用共享解决

如果你有心并愿意，你的
一天可以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起床，穿上昨天从共
享衣柜里交换来的套装，正好
解决今天的重要会议穿搭。

到小区外解锁一辆共享
单车，骑行到单位或公交、地
铁站，节省一段走路和倒车的
奔波。

若此时小雨淅沥，你还可
以在地铁站找到共享雨伞，以
2元钱的费用用上一整天。

午饭后困倦，那就去临近
商场的共享K T V 唱上两首
歌，在这个跟电话亭一样的小
房间里，不仅点唱系统完备，
而且唱完后还可以保存分享。

继续工作到下午4点，开
始思考晚上该安排什么节目，
正好可以趁休息空隙，查一下
有哪些健身馆可以共享使用。
哦对了，最近刚出了共享篮球
服务，预约一个篮球的使用时
间，几个朋友一凑正好连饭局
都有了。

当然，为了奔赴自己约的
局，叫个共享专车是可以有
的，在北京、重庆等地，你还能
找到共享使用的电动汽车和
奔驰smart呢！

用了一天手机，到晚上快
没电了，一会儿吃饭发不了朋
友圈怎么办？没关系，找个商
场，租一个共享充电宝，就是
玩到半夜也不怕没电。

当一天的工作娱乐结束
后，还可以拿出手机查查，家
里共享的路由器和宽带，又给
自己省了多少钱。这种被称作

“挖矿”的共享宽带，可以把家
里闲置的宽带共享给周边的
用户，顺便也用它赚个早饭
钱。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显示，中国分享经济市
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 . 45万亿
元，增速达到了103%；使用过
共享服务的总人数已经超过
了6亿人。而且未来几年，分享
经济将保持年均40%的高速
增长。

联想到如今不断传出融
资消息的共享云服务，共享房
屋、共享车位、共享珠宝，可以
说，只要你愿意，你的工作和
生活，都可以用共享来解决。

小心！不是所有共
享都是美好的

没有一个房间也可以开
酒店，没有一辆车也可以开租
车公司，没有一件商品也可以
开商场。共享经济已经越来越
贴近我们的生活，参与其中的
共享经济公司也层出不穷，花
样百出。

比如刚刚开了场盛大发
布会的乐视电视也打出了共
享的概念，先买一台3699元起
的电视，再额外买1年490元的
会员，同时保证每年看277天，
还要在电视上打游戏、购物、
充值……然后，乐视就送你4
年的会员以及数额不定的电
视广告分红。

这个号称业界首个共享
的电视项目，就是因为它直接
打破了共享能够降低用户成
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本

意。按乐视的共享条款，你自
己的电视使用率上去了，可用
户就要被牢牢拴在电视机前，
没法使用别的共享服务了。

是不是很让人恼火？当共
享经济让我们拥有越来越多
的选择自由，而且很多选择的
收益是确定的，反共享精神的
共享也开始出现了。

比如时下被称为共享单
车之后新风口的共享充电宝，
就被认为是画蛇添足的伪共
享。且不说将那么大一个高功
率的充电柜摆在人流密集的
商场、超市有极大的安全隐
患，就是即将进入实际应用的
无线充电技术，也会极大解决
手机充电的瓶颈，让共享充电
宝失去相当大一部分价值。

还有一些共享奢侈品、衣
物的项目，也在实际运营中逐
渐变味为销售二手甚至高仿
假冒服饰的黑电商。

所以，当共享经济以从未
有过的繁荣，花式呈现在你眼
前时，更应该仔细分辨，小心
别被伪共享伤钱伤感情。

走心！什么是好
的共享

如果你关注过共享经济
的财经报道，就会发现像摩拜
3个月融资数十亿元，共享充
电宝一夜之间冒出20多个同
类项目，融资超9亿元之类的

新闻。
这到底是惠及消费者的

生活服务解决方案，还是一场
资本吹起的商业泡沫，当你
的生活里开始越来越多出现
共享经济的物品和服务时，
到底有没有真正给你带来好
处？

其实，共享经济的精髓在
于它能够解决社会中资源过
剩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资源提
供的问题。

像现在风头无两的共享
单车，不是把自行车资源进行
整合，而是大肆生产各种类型
的新自行车，黄绿红蓝，颜色
都快不够用了。线下新车持续
不断的铺量，不仅导致自行车
存量进一步增长，还让很多公
共空间被多出来的自行车挤
占。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真正
的共享经济风口还未到来。

相对那些能靠概念炒作
一夜火爆的伪共享经济行业，
真正的共享经济发展态势会
更平稳，会经过更长时间的酝
酿、积累才能爆发，网约车
Uber和短租房Airbnb的稳扎
稳打就是最好的例证。

随着移动互联网极大便
捷了信息交流和信用支付，共
享经济只会越来越发达，没有
止境。所以，尽管有泡沫，尽管
有狂热，一切皆可共享的时
代，还是不可阻挡地向我们走
来。

毕业季宿管阿姨赠言看哭网友
5月25日 周四
五成年轻人喜欢一个人

生活
一项针对年轻人的网络

调查显示，54 . 6%的年轻人喜
欢一个人生活的状态，他们认
为可以种花草、听音乐排解寂
寞感，“老刷朋友圈会感觉更
寂寞”。

网友点评：一个人怕孤
独，两个人怕辜负，干脆一个
人算了……

5月26日 周五
夫妻肺片被译为“史密斯

夫妇”
夫妻肺片被美国杂志评

选为“年度开胃菜”，这道菜被
翻译成“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Smith)。网友纷纷脑洞大
开，探讨老婆饼、麻婆豆腐、热
干面、毛血旺的英文译名。

网友点评：厉害了我的肺

片！
5月27日 周六
网友强烈回应“早起的人

更瘦”
英国一项研究发现，与起

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者更苗
条、更快乐，也更健康。许多网
友表示也要早起：“吓得我垂
死病中惊坐起！”

网友点评：瘦和睡，人生
抉择难题。

5月28日 周日
网友调侃遭遇“匠人情

怀”
有网友发微博调侃“薄饼

干上的小孔”，“每次吃的时候
都忍不住猜想，饼干工厂辛
苦的扎眼儿工，想必要拿着
工具每天扎上几百万个整齐
划一的小孔吧。”网友们脑洞
大开：“给作业本画格子也很
辛苦！”

网友点评：抵制有孔饼
干，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5月29日 周一
网友给大妈让座遭怼系

列
网友吐槽公交上让座的

那些尴尬时刻：“公交车上给
大妈让座，大妈刚坐下就说，
现在的小姑娘长得不咋样，
心肠倒是挺好的。”“大妈问，
孩子多大了？我说，26岁。大
妈说，你长得真年轻，看起来
也就30岁出头，孩子都26岁
了！”

网友点评：这座我不让
了！

5月30日 周二
毕业季宿管阿姨赠言看

哭网友
“租房多留几个心眼儿”

“没有大妈给你断电了，也要
记得按时睡觉哦”……近日，

北京城市学院毕业生发布一
组宿管阿姨对毕业学子的黑
板留言，每天不重样，并落款

“你的大妈”，直戳网友泪点。
网友点评：阿姨，你这样

我们会哭的。
5月31日 周三
泪目！16岁少年找到父亲

生前魔兽账号
微博上一篇关于“小七的

故事”的文章热传，16岁的“小
七”的父亲曾是一个魔兽玩
家，父亲因病去世后，“小七”
开始玩魔兽。凭借几条模糊的
线索，“小七”找到了父亲的账
号以及几位曾和父亲一起战
斗过的战友，对此网友纷纷表
示泪目。

网友点评：这是一个人追
寻父亲足迹的意义，哪怕只是
一串二进制数！

（齐小游整理）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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