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实社会里，人很容易
陷入纯粹的物质性生活，我工
作，我挣钱，挣钱就是为了吃
饭，吃完饭才有力气干活。这样
的生活让人陷入完全机械的物
质世界，心灵得不到养分。凯尔
特人说，人跟自然有天然的联
系，如果你跟自然隔远了，你的
心灵会萎缩。这种心灵的委顿
可以在脸上看出来，因为你变
难看了。

@陈丹燕。

我们今天的教育机制使得
孩子们大多智商高于情商，走
向社会沟通能力差还特想拔
尖，拔不成尖就妒忌，甚至走入
极端。人与人的单独技能比赛
不能完全说明存在的价值，学
校考试第一未必走向社会还能
继续第一。因为社会的竞争系
统不以分数为标准，而以人文
精神为标准。

@马未都。

通识教育应当引导学生接
触人类文化经典。不要搞知识

“拼盘”，要读一些相对公认的
基本的书，而且要通读。在短短
三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与其
浮光掠影读许多“节选”或概
论，东张西望上各种“好听”的
讲座，还真不如通读一二十种
经典。

@温儒敏。

要是按老一辈的标准过日
子，年轻一代就没法活了。我就
见过在北京四五万元一平方米
的房子里头，有老年人愣攒了
一屋子的破烂。我也不知道这
算省啊，还算土豪啊。

@押沙龙。

写不出好文章，我曾经以
为自己电脑不够快。每天不去
跑步，我曾经以为是没有买到
喜欢的运动鞋。懒得去旅行，我
曾经以为是还没有买到心仪的
相机和镜头。给自己找了很多
理由，来当做不去开始某件事
的借口。其实就是缺少一咬牙
一跺脚的开始，很多事情，只要
开始迈出第一步，就根本停不
下来。

@琢磨先生。

翻看自己以前的微博，就
好像是一个神奇的时间胶囊，
每一条都记得当时的情形和心
境，如同昨天，可是和那个时候
的自己，中间却隔了两年三年，
四年五年。

@假装在纽约。

老朋友吃吃饭聊聊天挺
好，一喝多就打电话招呼人，或
者爱拉陌生人入局，都欠考虑，
它剥夺了放言无忌的快乐。

@连岳lianyue。

刚才我爸说了一句很牛气
的话，我保存一下。“十五岁的
时候我跟你一样追赶流行，但
五十岁我开始热爱俗气的一
切。你觉得是我老了吗？不，我
只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十五岁时
喜欢上的东西。”

@姬霄。

你妈问你怎么用手机时别
抱怨，她曾经教你怎么用勺子。

@段子楼。
（三七整理）

心灵的委顿可以在脸上

看出来，因为你变难看了

越穷的地方越爱用移动设备上网
4月10日 周五
矮个子怎么了?

“矮个子怎么了？我捡钱的速度比你
快啊！”网友“鹿”的一句无心戏谑，引发网
友热议，不少人补充个子矮的种种好处。
网友“2015阳光不锈”说：“个头高又怎样？
恐龙不照样灭绝了？”当然，不少高个子提
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网友“小杨”说：“又
不是满地是钱，我可是一辈子高，你只是
偶尔捡到一两毛，而且我腿长能先踩住钱
啊。”

网友点评：好心痛的感觉。
4月11日 周六
网友热聊“哪个瞬间发现自己变胖

了”
微博上网友热议，如果这些场景没有

出现，就不会发现自己胖了：“上次摔倒，
同学背我去医务室，就听同学们喊‘1、2、3，
起’“，“运动裤穿出了紧身裤的效果”，“笑
的时候用余光看到了自己脸上的肉”。

网友点评：有一种衣服，叫做不能系
扣子；有一种肥，叫只厚积不薄发。

4月12日 周日
我带上你，你带上钱

网友“断断断断断小珩”将妈妈写的
诗发到网上，很快走红，诗全文是这样的：

“春天来了！亚亚，我们去旅游吧！我带上
你，你带着钱。三亚也好，丽江也罢，横穿
唐古拉山口，暴走腾格里沙漠。让我们来
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带着你，你带着
钱。哪怕是天涯，哪怕是海角！我带着你，
亚亚，你带着钱！你一定要带着钱啊！”

网友点评：既浪漫又现实，深刻！
4月13日 周一
越穷的地方越爱用移动设备上网
一项调查显示，欠发达地区手机上网

时长超过发达地区，上网已成为欠发达地
区人群主要娱乐活动。欠发达地区移动端
平均每日上网时长为177分钟，而发达地区
为165分钟。欠发达地区人群比较喜欢社
交、视频、电商类App，这三类App人群占比
都在50%以上。在使用各类App方面，欠发
达地区用户社交最爱用微信，看视频最爱
用爱奇艺，购物最爱用淘宝。

网友点评：这几个高峰点发达地区的
人都在用Wifi上网。

4月14日 周二
美国最流行的双行诗

美国网站搞过了一个两行押韵诗的
比赛，要求第一行能多浪漫就多浪漫，第
二行能多不浪漫就多不浪漫，以下是一些
入选作品：“我的心肝，我的挚爱，我美丽
的贤妻/我这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了。”“曾以
为一生只爱你一个/直到遇见你二表哥。”

“亲爱的，你简直让我窒息/你在哪儿沾上
了一身臭味？”“善良、聪明、多情而性感/可
惜你一条也不占。”

网友点评：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
人，我们见一面吧/我保证不打死你。

4月15日 周三
谷歌申请奇葩专利：防剧透系统
你讨厌“剧透”吗？谷歌最近申请了

“防剧透系统”，社交网络会记录你的电
影、小说和剧集的观看或心愿单情况。一
旦有人在推文或是文章中提及那些系统
认为你会担心剧透的作品，而且内容也确
实有这个倾向，它就会将正文内容模糊化
或是收起，除非你表示自己被“透”了也不
要紧。

网友点评：被朋友圈那些剧透党们伤
透了心。

（齐小游整理）

网友们都在网上问什么问题？近日，国内问答社区知乎发布新的“知乎年度300问”。从榜
单上可以看到，从“《西游记》中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到“3D打印的瓶颈是什么”，网友们五花
八门的提问，涵盖互联网、建筑、心理、文化、艺术、金融、健康、设计、游戏等众多领域，关联生
活的方方面面。

看点

一周网络热点

微博

网友的问题

五花八门

“年度300问”来自知乎一年来产生的
200万个问题，其中有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
才能参与的问题，如“怎么才能算用光线进
行建筑设计”；有回应社会热点的，如“亚
航、宿务、春秋等廉价航空公司的安全性到
底如何”；更多的还是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生
活经验分享，如“有哪些餐具或厨具可以让
人幸福感大增”，“有哪些出租屋实用神
器”。

以热门回答“‘55度水杯’利用的是什
么物理原理”为例。前段时间，“55度水杯”
一度风靡，淘宝介绍称，将100℃的开水倒
入杯中，摇一摇(约1分钟)，便可使水温速
降至55摄氏度左右，并保温3小时，引起争
议。知乎用户“野合菌”随即买来水杯，进行
实验，证明了“55度水杯”只是个噱头。这一
回答成为知乎当周热门回答，随后，科技类
网站雷锋网、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和央
视新闻等都跟进拆穿这一骗局。

知乎CEO周源介绍，“年度300问”的另
一可贵之处，在于不少出自亲历者的回答。
有人用近30张图片详解“如何挑选适合自
己的裤子”；有风投从业者以超5000字的从
业经历回答“为什么移动打车App一直在
烧钱，而投资人仍愿意一轮一轮投入”；对
看似荒谬的“为什么霍金警告我们不要接
触外星人”，一位物理博士给出文献资料链
接。

“知乎有着友善、认真的社区氛围，并
努力维护这一氛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周源说，比如用户想在微博讨论一个与金
融或者医生有关的话题，很有可能就被其
他偏娱乐化的信息或者大V的发言所淹没
了，但在知乎，通过社区机制，没有干货的
内容、抄袭的内容，用户都能点“举报”，然
后知乎处理。在去年，有大概190万垃圾问
题和答案，通过举报被删除。

“问题和回答的总赞同数并非唯一标
准。”周源说，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些一句
话“神回复”，虽然点赞率高，但可能并未入
选。知乎官方反对答非所问，鼓励和推荐

“认真、专业、友善”的回答。“300问”综合了
关注度、影响力、媒体扩散度及优质回答数
多项指标，通过独特算法和权重排名，让优
质答案获得更多关注。

周源认为，知乎
应当成为高质量讨论
和个人品牌塑造的入
口。他透露，上一年度
的《知乎300问》电子
书发布后，曾占据亚
马逊排行榜首位半年
之久，新的《知乎300

问》电子书也将在4月
16日起陆续更新。

周源说，作为中文问
答第一社区，知乎如今的
注册用户数达到1700万，
是4年前的4 0倍，每天新
增问答1 2 0万个，全站累
计产生3 5 0万个问题，横
跨十几万个话题领域。

“用户在使用知乎的过程
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周
源说，近5年的发展里，知
乎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氛围，成为招聘、交
友、出版、获得商业客户、创业、找工作的
平台。

周源说，知乎上不少用户，来自互联网
金融、教育、电子商务、房地产、传媒等领
域，他们都是中国创新创业的主力军。“知
乎也在和用户在一起不断生长，一起打造
一个新的空间”。

链接

知乎年度问题前20

1 .怎么才能算用光线进行建筑设计？
2 .怎样成为全栈工程师 (Fu l l Stack

Developer)？
3 .一个人旅行应该怎样自拍？
4 .为什么移动打车App一直在烧钱，而

投资人仍愿意一轮一轮投入？
5 .Coursera上有哪些课程值得推荐？
6 .如何评价邓紫棋？
7 .为什么中国人是“一个团队带一个

孩子”，外国人是“一个人带一个团队的孩
子”？

8 .为什么《抗日奇侠》让人觉得“雷”，
《美国队长》却很受欢迎？

9 .有哪些很重要又被忽视的烧菜技
巧？

10 .英特尔和Google的OKR制度与我们
一般所说的KPI有什么不同？

11 .你的家传祖业，有什么精彩的内行
故事吗？

12 .梦游的原理是什么？对人体有害
吗？

13 .为什么心急如焚时间很紧的人反
而更愿意选择游戏？

14 .如何快速地对税务知识有一个框
架式的了解？

15 .和OSX相比，Windows有很多缺点
吗？

16 .博弈论用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和现象的效果如何？都有哪些实例？

17 .茅于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
所”的经济学逻辑是怎样的？

18 .男人品位的高低从何处体现？
19 .既然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为

什么还会出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20 .哪些纪录片可以称为“神作”？

（据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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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答答社社区区里里网网友友们们
都都在在问问什什么么？？

知知乎乎发发布布““年年度度330000问问””，，““做做饭饭””和和““自自拍拍””都都是是热热门门问问题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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