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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机分，你是哪一种？

来往、易信之类想和微信竞
争 的 应 用 ，其 实 不 妨 学 学
Whatsapp，真正做到取代短信功
能。现在微信里太吵了，稍微急一
点的事情都没法通过微信解决，
基本上偏离了短信替代者的初
衷。 @刘江。

中小学生开学了，新一轮包
书皮运动又开始了。现在许多学
校的小学生都必须包书皮，真不
知道这样的规定是怎么推行的？

@老虎不吃饭饭。

2月21日是世界母语日。全世
界6000多种语言，进入现代之后，
很多语言渐次消失。语言是文化
的主要载体，语言的消失，就意味
着所承载文化的消失。其实方言
也大致如此。为国家的发展，推广
普通话是必要的国策，但普通话
不可能完全取代方言的表达效
果，方言的消失一定程度上也会
带来地域文化的陆沉。

@温儒敏。

年前把“过完年再说吧”当做
口头禅的人，年后都换成了“再说
吧，这才刚过完年呢”。

@张池池。

我上大学的时候少不经事，
觉得喜欢看肥皂剧的人太庸俗。
真长大了才明白，世事艰难，大家
生活很累，压力很大。白天疲于奔
命，晚上你再让人家听奏鸣曲，读

《为何我如此高雅》，看两个多小
时只有十句台词、女主角看个雨
滴能看十分钟的文艺大闷片，还
让不让大家活？就放过大家，让大
家看个韩剧痛快痛快吧。

@押沙龙。

好时节就要接踵而来。三月
桃红柳绿，四月草长莺飞，五月槐
花开，六月赏荷池，七月绿树浓
荫，八月海滩看焰火，九月清冽的
空气里弥漫桂花香，十月红叶漫
山，十一月路上铺满银杏叶，十二
月节日盛装。再坚持几天吧，等最
后的寒冷消散，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将是最好的时光。 @假装
在纽约。

一个东西在可买可不买的时
候就不买呗，可买可不买说明还
没那么需要，买回来还占空间。一
个人在可嫁可不嫁的时候就不嫁
呗，可嫁可不嫁说明还没那么迫
切，嫁过去还得凑合。凡是犹豫，
必定还没好到让自己义无反顾。
即使决定也是凑合，凡是凑合，必
定是委屈了自己。不凑合，是珍惜
自己，因为只活这一次。

@琢磨先生。

我很愿意和一类人交朋友，
他们多半拥有一些不为了表现出
来的坚持。收集些什么，不管是漫
画书还是恐怖电影，或者种一阳
台的花花草草，养一条狗。我喜欢
有自己世界的人，他们情绪稳定，
有安全感，也不会随便到别人的
生活里指手画脚。

@silver是水果味儿的。

那些征婚网上写的学历啊内
心独白啊都是没用的，只要贴上
半年的淘宝购物单和评价记录，
就能立马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
人。

@网络蚯蚓。
（三七整理）

只要贴上半年的淘宝购物单

就能立马了解这个人

小米

随着小米3的发布，小米
手机人气高涨。全球首发的
NVIDIA Tegra 4和高通骁
龙 8 0 0最新版处理器，索尼
1300像素相机，以及1080P显
示屏等各种高端配置全部被
塞进了小米3里，这样顶尖配
置的小米3才卖1999元，再加
上其一贯的营销手段，小米
如今已然成为国产手机的价
格和品牌标杆，就算是阉割
版的红米也有着不错的人
气。

对于“米粉”来说，小米
跑分完爆各大对手。搬砖即
得的价格，再加上深度定制
的miui系统在其他领域不断
扩展，使用小米手机已经成
了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小
米，整个生活的节奏都会混
乱。

如果有人说小米返修率
高，那么米粉会这样应对：

1 .人家既然卖了1999元
的价格，就有这个价的道理。

2 .小米是性价比最高的
手机，不服跑个分？

小米黑们表示，小米居
然一件自己的东西都没有，
什么叫山寨？这就是最彻底
的山寨。大杂烩的配置和不
可靠的兼容性也就算了，关
键是小米的饥饿营销啊，实
在是不够档次，不黑不行！

小米黑们一般这样黑小
米：“小米的CPU全球最快，
不服跑个分？”“呵呵，你有现
货吗？”

泡网成“00后”生存常态
2月20日 周四
韩寒再晒女儿萌照，网友

问“岳父大人好”
2月20日晚，韩寒微博再晒

女儿韩小野的萌照，网友被韩
小野萌到爆，并调侃问候，问

“岳父大人好”，还称韩寒为“国
民岳父”。韩寒在微博感叹：“以
前看月亮的时候，人家都叫我
韩少，现在新人胜旧人，我的青
春也太短暂了……”

网友点评：那郭敬明就是
“国民岳母”了？

2月21日 周五
泡网成“00后”生存常态
移动设备的普及引发了

“移动终端+移动网络+APP=

更容易沉迷网络”现象。对“00

后”而言，泡网、网游就是他们
的生存常态。广州一项调查显
示，38%的“00后”每天使用微信
联络亲朋好友，74%的孩子每
天玩网络游戏。

网友点评：数字化环境下
的新一代。

2月22日 周六
Flappy Bird将新上架
Flappy Bird突然下架，让不

少还没来得及玩的人心有不
甘。开发者阮哈东在Twitter上
说 ：“ 我 们 打 算 升 级 现 有 的
Flappy Bird，并以Flappy Bird 2

重新登录App Store。”
网友点评：你准备好再次

被它虐了吗？
2月23日 周日
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

很穷
知乎上，一条“哪个瞬间

发觉自己真的很穷”的提问火
了。网友纷纷跟帖讲述自己觉
得最穷的时候，有网友说“去
商场看到中意的衣服，装作不
经意翻吊牌的时候”觉得自己
很穷，还有人说，“当看见她的
相册里满是在不同国家的照

片”觉得自己很穷。
网友点评：身穷穷一时，

心穷毁三代。
2月24日 周一
马云又出“土豪招”：3月8

日“请全国人民吃喝”
继包下双色球彩票和巨额

补贴快的打车以后，“中国土
豪”阿里巴巴再出奇招———“请
吃喝”。用户参与的唯一条件就
是下载和使用手机淘宝。目前
手机淘宝上的宣传页面已推
出：3 . 8元看电影，3月5日开抢；
3 . 8元K歌3小时，3月2日开抢；吃
大餐，订座3 . 8折买单返红包；购
物，3月8日直接抽免单。

网友点评：要不，先饿上
一周？

2月25日 周二
奇葩逻辑萌翻网友
网友“短尾六千”逛了一

下百度一贴吧，称各种奇葩逻
辑让人叹为观止：“樟脑丸是

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硬糖，有奇
怪的味道，怎么还有人买”“冯
老汉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的
病危通知书随后冷静写下‘已
阅’”“跟女友吵架威胁称走着
瞧，现已相互看着对方走了十
余里”……

网友点评：有的真心奇
葩。

2月26日 周三
《来自星星的你》，火到没

朋友
最近热播韩剧《来自星星

的你》受到青睐，剧中男女主角
的穿戴、饰品更是被争相追捧。
淘宝上，搜索《来自星星的你》
就会出现十万多件相关商品，
真是让人见识到什么叫“火到
没朋友”。

网友点评：有卖家给《爱
德华的奇妙之旅》打出标语：

“都教授的睡前读物”。
（齐小游整理）

苹果、三星、小米、魅族……每一个手机品牌的使用者们都组成了一个特定的人群。在智能手机成为生活必需品的今
天，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物以类聚、人以机分。每个品牌的用户，都说自己的手机最好，性价比最高，对于其他品品牌则尽
可能地挑出各种毛病。于是，各种品牌的用户们，在网络上持续进行着口水战，永不停歇。

看点

一周网络热点

微博

魅族

魅族在国内一向是以其
独有的特色和非常看重用户
体验为卖点的，但和小米等国
产机一样，魅族难以摆脱硬件
的依赖性。MX3发售之后，“煤
油(魅族的粉丝)”的激动程度，
不输于米粉。

16：10的良心大屏，贴心的
系统定制，和其他手机比，手
中的魅族就是一个清新的另
类，再加上黄章喜欢和用户交
流的性格，别的手机和魅族比
起来，全都土了。

“煤油”们经常这样赞扬魅
族手机：

我在美国，以前拿出iPhone

玩没人看我，当我搞到了MX3玩
时，老外们都问我这是什么手
机，看起来好牛，哪里买得到。

魅族黑们最看不惯的就
是魅族的价格。同样是国产手
机，而且和小米比起来还是差
了点啊，魅族的价格怎么就贵
了那么多呢？

魅族黑们经常这样黑魅
族：

1 .黄章在魅族发布会前晚
跟雷军通话：“雷总，你的小米
这次要卖多少钱？”雷军：“2999

吧。”于是黄章愉快地把MX3定
价为2499。结果小米价格是1999，
黄章傻眼了。发布会一结束就
给雷军打电话：“你坑我啊？不
是说好的2999吗？”雷军说：“没
错啊，我的电视是2999。”

2 .MX2无论从游戏性能、解
码能力、屏幕表现、电池续航、发
热量、拍照效果、信号稳定等方
面，和小米2相比，都有不同程度
的劣势，这些我们都有充足的证
据，不服可以来辩。

苹果

苹果手机，手机中的卖
肾机，自从乔布斯将苹果发
扬光大之后，苹果各代手机
都成了烂大街的象征，iOS系
统的快速稳定没人能够反
驳，昂贵的价格让苹果和一
般手机拉开了距离，还有那
海量的应用，全都给人一种
高大上的感觉。

果粉的群体之大不用
说，果粉们对于苹果和乔布
斯的热爱，是其他品牌的手
机用户所不能理解的。

果粉们经常这样说：
1 .手机如此多娇，引无

数英雄竞折腰，惜索爱夏普，
虚有其表。摩托罗拉，沉迷于
刀。一代天骄，诺记帝国，只
识换壳卖大钞。俱往矣，数风
流人物，iPhone最骚！

2 .触摸屏操作极为流
畅，网页浏览非常轻松，而且
app store提供大量软件，多
点触摸，重力感应这些东西，
使iPhone的娱乐功能也是相
当的强大，这让 iPhone超越
了其他手机很大的距离。

苹果黑们就是受不了喜
欢苹果的人的那种痴狂，在
果黑的眼中，苹果手机就快
和杀马特画上等号了。

苹果黑们也喜欢编各种
段子：

1 .iPhone3出的时候，朋
友说马上4都要出了，正准备
买4的时候4s又要出了，正想
入手5，听说又要出5s土豪金
看起来还不错，等价钱低了
再买，听说6屏幕很大，不错！

2 .刚给一个用iPhone的
朋友打电话，用HTC G1把
他打到没电，很有成就感。

三星

三星目前在全球智能手
机市场以30%以上的份额位
列第一，大屏幕，安卓系统的
良好运用，还有三星引以为
傲的Exynos 5 Octa 5420八
核处理器，三星手机一直以
来的人性化和高质量，让三
星在国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街机专业户。

大到可以接近平板的屏
幕，鲜艳的色彩，还有一脉相
承的手感，在安卓系统下的
手机中，三星是谁用谁知道。

三星粉们很为大屏幕感
到骄傲：

1 .三星屏幕全贴合，通透
亮丽，显示黑色是绝对的纯
黑，秒杀iPhone和其他一大波
垃圾手机，又大又省电，我喜
欢！

2 .霸气的大屏幕，方便手
握，还可以当做平板！

三星黑们最爱吐槽的就
是三星的塑料外壳，这和玩具
有什么区别？摄像头都凸出来
这么多了！机身圆滚滚的，还
那么白，实在是不能不联想到
肥皂、眼镜盒之类的小东西，
既然是烂大街的货，再买岂不
是一点个性都没有了?

三星黑们喜欢这样吐
槽：

1 .三星迟早会放弃塑料，
因为按照三星技术人员的路
子，迟早会把核数提升到126

核，到那时候他们会发现，外
壳居然融化了！

2 .每当我冷的时候，总会
拿出三星手机玩几分钟，然
后把它放在手心里，暖暖的，
很贴心！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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