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微博用户娱乐观”出炉
他们爱团购、烦弹幕、热议“李易峰”

2014年，聚会时经常有人
问“有没有带充电宝”、“有没有
带数据线”；手机屏幕越来越
大；手机产品的发布会可以成
为争议性很强的新闻事件；所
能接触到的重大新闻大部分都
来自电子媒体。

@花总丢了金箍。

微博这类大平台社交媒体
造成全社会知识结构的高度同
质化，大家的兴趣点和思维方
式也逐渐趋同，这是很可怕的
事。原来都是散养的兽，现在关
在一个巨大的饲养场，被社交
媒体这个饲养员用相同的饲料
一样喂养。所以，不要把社交媒
体当成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多看书，多旅行，多和不同的人
交谈。

@假张。

[论教学愉悦感的丧失】
今天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时，
早已用非线性并且缺乏逻辑演
绎的方式，饱尝了不计其数的
电子信息，等到在教室里遭遇
典型的印刷式教育体系，自然
会难以适从。

@胡泳。

坚持一周只播一集的美
剧，尤其是生活题材的美剧，在
想象与虚构之外多了一重时间
的维度，缓慢但真实地复刻着
现实的人生，让我们不知不觉
之间产生着微妙的移情，成为
我们虚拟社交圈的一部分。

@假装在纽约。

趁着我打扫猫厕所的半小
时，电脑又偷偷升级回Win8 . 1

了，这简直比街头强行给人算
命 的 大 妈 都 烦 ！我 不 是 对
Win8 . 1，而是对电脑这种自说
自话的行为有意见！照这样下
去，不出几年电冰箱就要唠叨
我买的食物营养不均衡，洗衣
机指责我洗衣粉放太多，手机
也要开始批评我太少往家打电
话了！

@猫伯爵betty。

手机不停地闪烁屏幕，就
好像一个溺水的人对岸边一个
聋子加瞎子在呼救一样。

@南京先锋书店。

代沟是什么，代沟就是我
在豆瓣看过的东西，先看到同
龄人在微博上转了一遍，再看
到同事半年后在朋友圈转一
遍，偶尔还得无奈点个赞。

@烦彬彬。

我觉得我的朋友很有可能
是个来自于五维空间的生物，
因为每次他口中“等我十分
钟”总是相当于地球上的三小
时。

@海绵体宝宝。

现代文艺青年四大俗 (从
小有个音乐梦、辞职开间咖啡
馆、改变世界靠创业、放下一切
去旅行)，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四
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继承和发
扬，在最大限度保留四大名著
的精气神的同时，赋予了鲜明
的时代特征。

@蓓蓓。
(三七整理）

微博这类大平台社交媒体

使大家的兴趣点逐渐趋同

网友列出2014年网购雷区关键词
12月11日 周四
“领导问专业体”走红
不要贸然挑战你的领导，你猜得到开头

却猜不到结尾：“小雷，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
流体力学？”“是的，领导。”“那好，去帮我倒
杯水。”“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流体力学
是……”“请你谈谈非等熵的稳态可压磁流
体力学方程在持续等离子体约束受控热核
聚变中的应用。”“领导，饮水机在哪儿？”

“小张，听说你大学的专业是通信工
程？”“是的，领导。”“那好，去帮我充点话
费。”“领导，请你尊重这门专业，通信工程
是……”“请你将这个数字基带信号用差分
相移键控(DPSK)方法调制成数字带通信号
并求出相干解调系统的带通滤波器输出端
的信噪比及误码率。”“领导，充多少？”

网友点评：当大学专业褪去神秘的面
纱，总会刺得我们猝不及防。

12月12日 周五
Facebook考虑推出“不赞”按钮
扎克伯格表示，Facebook正在考虑增

加一个“不赞”(dislike)的按钮，但他不希望
“不赞”按钮成为用户羞辱其他人的方式，
而是可以用在例如当某人描述了一件伤
感的事情，你又无法“赞”的时候，可以用

“不赞”这个按钮来表达你的感受。

网友点评：感觉QQ快更新了……
12月13日 周六
网友列出2014年网购雷区关键词
网友总结了一套网购雷区关键词，请

大家记得自动屏蔽以下关键词：小西装(看
着高端洋气，自己穿了就像老农半夜出来
看看地里有没有人偷红薯)；仙女装(宝贝
描述中包括“仙气”、“女神”类表述的都不
能买)……

网友点评：果断剁手才是正道。
12月14日 周日
网友晒自己的骄傲
一个设计师的骄傲：“你好，不改。”
一个果农父亲的骄傲：我父亲是山西

乡下一个果农，他去城里卖苹果常收到假
钱，然后父亲说：那些假钱我都烧掉了，就
到我这儿为止了。

网友点评：诚信、敬业、友善、坚持原
则，这是我们普通人的骄傲。

12月15日 周一
微博“心灵鸡汤”锐减
调查显示，2014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四大主流媒体微博发布心灵鸡汤类微博
的条数比2013年少了一半。同时，调查指
出，鸡汤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慰”，青年人
更喜爱一些现实、接地气的，反映现实问

题的段子。
网友点评：比如雾霾，不是喝点“鸡

汤”就能解决的问题。
12月16日 周二
买家秀，直接叫自拍秀好了
买家秀真是个神奇的存在。天涯上，

吐槽买家秀的帖子层出不穷，经常雷得围
观网友外焦里嫩。有天涯网友表示，还叫
什么买家秀，直接叫自拍秀好了！买点衣
服感觉走进了新世界大门！不少人甚至表
示，被买家秀吓哭了。

网友点评：谁给你们勇气发买家秀
的？

12月17日 周三
节日扎堆，单身网友加油
网友“打分蜻蜓队长”发微博说：“各

位单身的朋友加油！只要熬过平安夜、圣
诞节、新年、呜呜呜呜呜情人节、白色情人
节呜呜呜呜呜这三个月，呜呜呜呜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这条微博被指说出了广大
单身人士的心声。

网友点评：白色情人节过后是五一，
情侣晒旅游照，之后是六一，晒娃，接着是
七夕，秀恩爱，中间夹杂着各种朋友的结
婚纪念日、相识纪念日，永远没完的。

（齐小游整理）

新浪根据微博用户调查的数据解读“90后微博用户娱乐观”——— 90后们，他
们爱追星、爱团购、烦弹幕，2014年他们最喜欢的国产电影是《后会无期》，他们热
议的明星第一名是李易峰……

看点

一周网络热点

微博

90后们的世界观你别猜，猜来猜去只
能证明你跟不上这世界变化快！真的是这
样吗？

新浪根据微博用户调查数据解读“90

后微博用户娱乐观”——— 90后们，他们爱追
星、爱团购、烦弹幕，2014年他们最喜欢的
国产电影是《后会无期》，他们热议的明星
第一名是李易峰……这些也许是我们都猜
到的，其实仔细看这份数据统计你还可以
看出更多东西，比如其实他们可以同时粉
韩寒和郭敬明，他们当中用苹果手机的最
多……

爱熬夜、爱点赞、烦弹幕

他们也会为“郭韩”相爱相杀

掐指一算最大的90后们已经都20岁左
右啦，请看90后们的微博标签：“影视”占近
四分之一，接下来是“搞笑”“音乐”“体育”

“互联网”……还好啊，70后、80后关注的不
也是这些吗？

还有，我们总觉得90后看影视剧、看明
星都是只看脸不走心的“脑残粉”，可是看
看90后们关注的“十大热门娱乐话题”———
金马奖、美剧禁令、乌贼刘、奥斯卡、周一
见、监狱风云、琼瑶举报于正抄袭、奶茶妹
妹热恋刘强东、张艺谋超生……这些你敢
说你不感兴趣？而且人家还看美剧、关注世
界杯！顺便还扫听抄袭超生等法律问
题……

另外，90后们还年轻，有大把时间去刷
网，但还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和可观的社
会地位，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学历构成
吗？“初中或以下”14 . 19%，高中占18 . 79%，大
学本科以上占67 . 02%！可再往下看他们的手
机型号——— 苹果高居榜首，占据了37 . 59%，
三星占了18 . 21%，然后依次是小米、华为、
HTC。这说明啥？大家一起感受下……

爱影视、爱搞笑、关心世界杯

90后们的世界没那么难懂

这份数据统计当然是基于科学的“调
研取证”的，除了微博数据中心的线上调
研，还发放了100万份调查问卷，从回收的
一万多份有效答案来看，女生爱调研、爱分
享的热情几乎是男生的双倍；星座分布倒
是差距不大，最热情的“摩羯座”9 . 95%和最
冷淡的“巨蟹座”7 . 06%的数差还算可接受。

从他们的在线时间可以看出年轻人的
熬夜趋向，晚上10点-12点这段时间比较活
跃，几乎一半的90后上微博的方式是“PC

和移动混合”，剩余的另一半人中则绝大多
数人“以移动手机为主”。

至于他们的微博行为也很有意思，人

均每天点赞一次、评论6次、转发0 . 3次、原
创0 . 2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原创
微博中几乎近半数带图，视觉化趋势明显
啊。

对于“弹幕”这种近年来新生出来的新
鲜玩法可能我们都觉得90后们肯定喜欢，
可调查的结果很意外，他们当中10%的人
表示不知道弹幕是神马玩意，42%的男生
和35%的女生表示无法接受影院放弹幕。

不知道为啥，对于90后的调查问卷中，
会有关于韩寒和郭敬明这俩80后的题目，
可显然这题目非常具有关注度，90后们还
真的关心他们！

韩粉近三分之二是男生，郭粉则近四
分之三是女生，43%的男生觉得《小时代》
是烂片，女生是这个数字的一半；13%的女
生觉得《小时代》是好片，而男生的数字是
这个的一半。这个说明啥……呃，只觉得新
浪总结的“郭韩粉的相爱相杀是明晃晃的
两性之争”还蛮到位的。统计表明，有超过
745万的粉丝同时关注韩寒和郭敬明……
这个好像也蛮有趣的。

你能理解吗

他们最热议的是李易峰

好吧，既然是总结娱乐观，我们还是说
点干货吧，90后2014年最爱的电影是———
国产片《后会无期》高居榜首，紧接着是《小
时代3》、《分手大师》、《同桌的你》、《亲爱
的》和《心花路放》。好吧，我只能说，有《亲
爱的》已经很让我们70后、80后欣慰了。

进口片最受欢迎的是《变形金刚4》和
《星际穿越》，接下来是《X战警》《美国队
长》《银河护卫队》……进口片的数据相对
来说跟整体票房比较契合。而年轻人如何
买票看电影？他们普遍觉得柜台买票太
out，团购才是王道！

好了，最后就是重头戏——— 他们如何
追星追什么星？对于“为什么粉他（她）”的
话题，几乎三分之一的回答中包含“有才
华”一项，看来实力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
的，当然了，粉丝眼里自己偶像都是最有才
华滴！四分之一女生和五分之一男生认为

“颜值高”很重要，这个看脸的时代真
是……几乎同样四分之一的男生和女生都
认为“有个性”是必备要素，看来长得美也
还是不够的呀。

至于他们现在都在追哪些明星，有个
“90后热议明星排行榜”附在最后，李易峰、
华晨宇、邓紫棋、金秀贤、杨幂、鹿晗、
TFBOYS、吴亦凡、周杰伦、张杰……你们
能理解吗？好吧，其实这些明星年龄跨度从
70后到00后，如果都认识也是很赞的。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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