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ad mini十月见！

据国外媒体报道，数名消息
人士透露，苹果将在今年秋季的
两次新产品发布会上分别发布新
一代iPhone和所谓的“iPad mini”平
板电脑，而非像业内人士广泛预
期的那样在一次新产品发布会上
同时发布这两款产品。

苹果将在9月12日举行的
新产品发布会上发布新一代
iPhone。在新一代iPhone开始
发售后，苹果才会在另外一次
新产品发布会上发布正在开
发中的 iP ad m in i。消息人士
称，苹果计划10月份举行新产
品发布会，发布iPad mini。

此前有业内人士猜测，苹
果可能不会在同一次新产品
发布会上发布新一代iPhone和
iPad mini，因为这两款产品都
是能引起轰动的产品。

时隔25年

微软发布新LOGO

日前，在美国波士顿苹果
店的对面，微软在新开张的第
2 3家实体店里，发布了全新
LOGO，并从上周四开始陆续
使用在实体店和商品上，而这
距1987年进行的上一次更换
LOGO已时隔25年。

微 软 此 次 发 布 的 全 新
LOGO，将由多种色彩构成的
Windows图标与浅黑色的“Micro-
soft”字样合为一体。微软在新
LOGO中首次加入了符号标志，
即四个小方块，分别采用蓝色、橙
色、绿色和黄色设计。杰夫 汉森
称，“这四种颜色同时也代表着我
们的产品以及所服务群体的多样
性。”

百度发布
iPad地图应用
支持17个城市路况查询

近日，百度地图发布了行
业首个针对iPad而专门设计的
地图应用。iPad版在地点查找
和路线规划的基本功能方面，
支持驾车、公交、步行三种出
行方式的规划。

以公交为例，iPad版百度
地图就提供了“较快捷、少换
乘、少步行和不走地铁”四种
方式供用户选择。iPad版支持
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17个最
主流城市实时路况查询。

还原“本来面目”：

“反Instagram”

Instagram(在线照片共享服务)

称得上是各类滤镜软件的始祖，在
照片上加上一层文艺怀旧色彩就
能化腐朽为神奇。国内跟风软件也
都相当受欢迎，美图秀秀、乐么乐
么大行其道，让网友拍照都变成了
一个味儿。但是有一些人却对它们
持抵制态度。有人说，将来我们的
孩子看到你用手机留下的照片，会
认为你生活在一个昏黄的世界中。

数码艺术家和程序员琼·马西
诺思琪也不喜欢特效滤镜。尽管
琼·马西诺思琪自己也喜欢分享照

片，但他发现有不少人和他一样只
把Instagram当作分享工具，而不喜
欢其内置的各种滤镜和产生的照
片。于是他决定“做点什么”，结果
一款“反Instagram” App：Normalize
(正常化)诞生了。

Normalize是一款“无键”照
片处理工具。没有“曝光”或“对
比度”等滑块、没有曲线、没有
色彩调整、没有任何复杂的控
制功能。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
那些“复古”照片还原出“本来
面目”。Normalize会把那些发暗
发黄的应用过某种滤镜的照片
都认作是“坏照片”，它利用强
大的智能算法自动“改善”这些
照片。

数码欺骗探测器:

让明星照现原形

除了滤镜软件，广告上那些
明星完美无限的脸庞也让人受
不了。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哈
尼·法利德教授发明的“数码欺
骗探测器”软件程序，能侦察人
眼看不见的“异常情况”，将完
美的明星广告照片纠正回原来
的样子。

“数码欺骗探测器”所用的运
算法则，就能分辨出人物的脸孔
和身体哪里被修改过。软件还设
有从轻微到严重5个等级，来界定
照片的修改程度。明星们真实的
皱纹、眼袋、水桶腰等缺陷，都能
在软件的探测下一一现形。法利
德还指出，很可能出自PS的骨
感明星，是导致青少年厌食症的
原因之一。法利德和同事用了大
量杂志照片来研发软件。他们还
让数百名志愿者比较一系列修改

前和修改后的照片，希望软件能
模仿人的观看感知效果。

英国禁过度PS广告

2011年7月，英国广告标准局
发布了一条禁令，指法国化妆品
巨头欧莱雅的两条平面广告在后
期制作时有意美化模特，误导消
费者。欧莱雅集团随后向媒体承
认广告经过后期处理，比如给照
片里的特林顿“提亮皮肤、美化妆
容、减少阴影、柔滑嘴唇、加深眉
毛”。

事实上，就算没有类似软件的
出现，限制过度PS已经成为杂志
界的共识。时尚杂志Marie Claire

的前主编塞莫尔表示，读者希望见
到明星“光彩照人”但“真实”的一
面。“读者不是傻瓜，他们对照片经
过PS心知肚明。作为一个好的编
辑，就不会对照片大肆修改。如果
他要给明星来一次整容，那就是个
笨蛋。”塞莫尔说。

反PS潮：还我真实世界！

网络大学微博班入学测试题

一、选择题
12题，每题5分 共60分

1 .鹊桥上，牛郎递给织女一
杯香饮，织女浅尝一口：“有点苦，
又有点甜，馨香，浓郁。这是什
么？”牛郎微笑：“这是思念的味
道。你喝的就是这鹊桥上的灰，是
我对你无尽的思念化成的。我给
它取了个名字叫鹊桥卡灰。” 织
女恍然大悟说：“你是__吧？”( )
A.广东人 B.广西人
C.福建人 D.海南人

2 .微博上流传着几个神奇而
又霸气的名字，引起网友热议。以
下答案中哪个不是__。( )
A.范爷 B.是朕
C.涓妮媚 D.豆你丸

3 .假如打仗时有微博，哪些
微博最火？假如三国时有微博，各
路豪杰的微博会是什么样子？最
近，各种假想微博悄然走红。微博
假想体最早是谁发起的？( )
A.假想先生 B.琢磨先生
C.李铁根 D.张发财

4 .小学三年级男生朱尔写了
一首 感动网友( )
A.挑爸爸 B.挑妈妈
C.挑姐姐 D.挑哥哥

5 .鉴于王皓在奥运上的表
现， 市决定授予他荣誉市民
的称号。( )
A.北京 B.南京
C.三亚 D.海口

6 .北京暴雨，一位车主被困
车中而导致死亡，以下哪个工具
因此而网上热销。( )
A.锤子 B.斧子
C.螺丝钉 D.千斤顶

7 .金角大王举起宝葫芦问
道：“我叫你一声你敢应吗？”“当
然。”然后 就被吸进去了。( )
A.孙悟空 B.猪八戒
C.陈冠希 D.陈奕迅

8 .方舟子和谁微博打架，最
终败北宣布退出新浪微博？( )
A.不加V B.韩寒
C.罗永浩 D.蒋方舟

9 .继“拼爹”过后，现在学校

又开始流行 。( )
A.拼爷爷 B.拼干爹
C.拼同学 D.拼老师

10 .网络最新神曲《喂鸡》是
谁唱的？( )
A.慕容晓晓 B.凤凰传奇
C.刘欢 D.那英

11 .哪位奥运冠军爱微博抄
段子网上走红？( )
A.冯哲 B.刘翔
C.刘萌萌 D.叶诗文

12 .英国一对母女在自家园
子里发现一只乌龟，两人很小心
地逗了半天终于抓住。可是，那乌
龟无论喂什么它都不吃，两人急
得叫来了动物急救中心的人，大
夫来检查了半天终于发现，那只
小乌龟，原来是个瓷器乌龟！对
了，那乌龟肚皮上还有字_ 。( )
A.Made in China
B.Made in Meiguo
C.Made in Deguo
D.Made in The USA

二、判断题

4题 每题5分 共20分
1 .“你不开唱，便是晴天”说

的是萧敬腾，他也被称为“最精准
气象预报员”。( )

2 .北京网友“大萌子”微博晒
和她妈妈30年的照片，让无数网
友泪奔了。( )

3 .矮矬穷、土肥圆都指的是
年轻男士。( )

4 .杨三十二郎指的是杨宗
保。( )

三、填空题
5题 每题4分 共20分

1 .央视曾给裸体雕像 打
马赛克引网友PS恶搞。

2 .邹凯夺得自由体操冠军后展
示“五金冠九州”条幅，陈一冰吊环
比赛结束后，展示的是“ ”条幅。

3 .“我活了42年，她们两个是
我见过的最无聊的人。”目睹整个
事件的 火了。

4 .扬州一男子给女友快递过去
玫瑰花，选择 ，后来女友怒与
其分手。

又到了九月，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这一个夏天，微博上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趣事儿？哪些人
又红了？又诞生了哪些经典段子？

网络大学开学了，开学考试，测一下，看看你能考多少分？(满分100分)

只要你上网就会发现，几乎每个人发照片都会用图片美
化软件修饰一下，加一层lomo效果的滤镜，每张照片都能文艺
起来。女孩子自拍也要用软件化妆，去一下痘印做个美白。所
有照片都闪耀着lomo相机的梦幻气息，你会不会觉得无聊？所
以，各种反PS大法也随之产生。

格V消息

答案：

选择题
1-5 CDBBC 6-10 ADACC

11-12 AA

判断题
1 .√ 2 .× 3 .× 4 .×

填空题
1 .大卫 2 .冰力十足 3 .刘

先生 4 .货到付款

结果分析：
90—100分 可以当微博班

班长了。
85—90分 可以当微博班

学习委员。

80—85分 可以当微博班
团支书了。

60—80分 可以成为微博
班一名合格的学生。

60分以下 回家复读吧！

微博上总有网友总结出一些
规律性的东西，只要稍微有点靠
谱，都会被热传。上周，微博上流
传着一张夫妻吵架基本心理路线
图和一80后心理状态图，很多网
友表示中枪了。

夫妻吵架心理路线图

近日，微博上盛传一条“解惑
微博”——— 夫妻吵架基本心理路
线图。

1 .因为老公的某种言行，老
婆很生气；2 .老公开始解释，心
想：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3 .老
婆不断试图强调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老公的态度；4 .老公想：又开
始翻旧账有完没完。老婆想：怎么
这样不负责任；5 .两人忘记了为
啥吵架了，但谁也不愿意先服软。

该微博以简练精确的语言总
结出夫妻之间吵架闹矛盾的起
因、经过和结果，网友纷纷转发评
论称：这路线总结得太准了！

为此，有网友总结出“吵架
时，N招心理忍术”来应对吵到不
可开交的火爆场面：1 .当对方说
狠话气你时，千万不要当真。2 .无
论吵架吵得多么凶，一定要时时
刻刻记着：千万不能说出分手或
离婚二字。3 .和对方吵架后，无论
自己刚才有多么凶，也要向对方

道歉，一直道歉到对方原谅你为
止……

80后心理状态路线图

这条微博，短短几天转发过
万，很多网友称基本上10条占全
了。

1 .每天凌晨才睡；2 .觉不够

睡，钱不够花；3 .手机总是24小时
开机；4 .平时起不来床，周末睡不
着；5 .狂想去远方旅游；6 .怀疑自
己是抑郁症患者；7 .感觉自己缺
乏运动，办了健身卡也懒得动弹；
8 .每天总有大部分时间在想不着
边际的事；9 .不知道自己是成熟
还是世故；10 .以前认为特鄙视的
事变得能接受。

微博热传两则定律

你有没有中枪？

最右体
是微博新文体之一，2012年8

月开始流行于网络。转发微博
时，所有转发人员的ID按照转发
的先后顺序从右到左依次排列，
第一个转发的人就在最右边。如
果第一个转发的人说话经典、犀
利，网友们就会用“最右”这个称
呼特指第一个转发评论的人。网
友们更是创作了符号“→_→”代
替这个词语。据统计，截至2012年
8月22日，共有10279728人次使用
过“最右”。由此，最右体成为继

“有种体”、“回答体”之后的又一
网络新文体。

它让网络语言简单化，有利
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同
时也体现了网友的幽默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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