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抢红包，热衷视频聊天，喜欢在线咨询作业

你家小朋友这样玩“微社交”吗？

5月28日 周四
支付宝瘫痪两小时，网友看热

闹
5月27日下午，不少用户反映支

付宝出现网络故障，账号无法登
录、支付。对此，支付宝方面回应
称，服务异常是因为杭州萧山某地
光纤被挖断所致，两小时后恢复。
有意思的是，一些网友担心自己信
用卡、余额宝等安全问题，另外一
些网友则很欢乐，高呼“快把我的
钱还给我！”也有人表示“多了五百
万”，有人赌气称“以后再也不用支
付宝了”。

网友点评：什么互联网+，什
么4 . 0，都顶不住传统行业的一铲
子。

5月29日 周五
苹果官网再现神翻译：无双，

有此一双！
神翻译哪家强？日前，苹果官

网更新了iPhone6的文案——— The
Two and only。中国香港和中国台
湾官网的翻译分别为“两款，世上
无双”、“两款，无双”；内地官网则翻
译成“无双，有此一双”。

网友点评：还是网友的翻译给
力：1 .二得独一无二，2 ..独二，无二。

5月30日 周六
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使用QQ

空间
QQ空间作为一个已经有10年

历史的老牌社交产品，仍有顽强的
生命力。QQ空间单日照片上传峰
值达到6 . 5亿，月活跃账户数达到
6 . 54亿，仅次于Facebook和QQ，位
列全球社交网络的前三名。最新数
据显示，QQ空间有50%的用户是90

后。
网友点评：网络生活应该多元

化，不存在过时一说。
5月31日 周日
谷歌研发新AI算法：可计算

美食照片中的卡路里
国外社交网站Instagram俨然

成为了美食图片分享社交应用，来
自全球各地的用户热衷展示诱人
餐点。日前，谷歌透露了正在研发
的全新AI“Im2Calories”，有望计算
出图片中食物的卡路里，甚至不需
要高分辨率的图片。

网友点评：吃饭前拍照又多了
一条理由是吗？

6月1日 周一
动画片勾起网友童年回忆
许多70后、80后小时候看过很

多很有意思的动画片：《小蛋壳》、
《魔方大厦》、《镜花缘》、《怪老头
儿》、《古博士的新发现》、《大盗贼》
和《雪孩子》。看到这些名字，有没
有勾起你的童年回忆？天涯网友开
帖重温童年时看过的动画片，还发
现了很多小时候没注意到的细节。

网友点评：雪孩子看一次哭一
次，我咋从小就感性呢？

6月2日 周二
外国网友盘点让人哭笑不得

的“汉字文身”
中国汉字一向是许多老外文

身的选择。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些
外国小伙伴不识汉字，于是文上了
这些：说龙爱、猴、免费乘坐、芝麻
鸡……让人忍俊不禁。

网友点评：老外的汉字文身，
中国人的英文单词衣服，谁也别笑
谁没文化。

6月3日 周三
围观有风险，小心变成表情包
一个偶然的地铁打架事件，被

人拍图发到网上，可能会变成一起
娱乐事件。网友“伯母您好”顺手按
照照片中的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做
了一套表情包，围观网友笑哭的同
时，表示“这种事第一时间捂脸！万
一被路人拍到自己发到网上就火
了……”

网友点评：眼镜大叔眼神无限
温柔。

（齐小游整理）

围观有风险

小心变成表情包谁是“刷屏”主力军？“00后”！打电话、写信、串门、一起去郊游……这些80后儿时主要的社交方式早已式微。当00
后乃至10后开始构建他们的朋友圈，沟通方式变得“扁平化”了。据广东省对1年级至6年级少年儿童的调查数据显
示，微信、微博和QQ已成为当下儿童很重要的交流渠道，其中儿童微信拥有率为55 . 1%，而58 . 1%的儿童拥有微博，这
一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那么，在00后的朋友圈里，他们都在跟谁“微社交”，又都关注哪些话题呢？

看点

一周网络热点

“低幼版”

儿童微社交

●亲朋好友是他们的
社交对象，抢红包与视频
是最重要的事

今年读一年级的Vito早
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
的微信号。但他微信号通讯录
里的全都是亲戚、父母的朋友以
及朋友的父母。因为跟他同龄的
孩子有自己独立微信号的人并不
多。卢女士有一个7岁大的女儿，她一
上小学就开始玩微信。微信对于她而
言，是把远在老家的亲朋好友都拉
在了一起，有时候可以视频聊
天，而逢年过节的时候她更
是对抢红包相当热衷。

不论是参与抢红包
大战，还是直接发微信
讨红包，红包似乎成为
儿童微社交与成人微
社交完美的嫁接点，也
成为很多低幼小孩接触
微信的启蒙点。

●各种表情、字母数
字以及怪异象声词是他们
的独特语言

对于低幼孩子而言，语音对话基本上
聊不到十句，他们就没有耐心继续下去。而
乱按各种键以及发各种奇奇怪怪的表情，
是他们的最爱。如果说微信对于成人是一
种高效的沟通手段，对于低幼的孩子而言，
很多时候就是画板，就是复读机。

“成熟版”

儿童微社交

●用微信主要是方便了解资讯
广州某外国语实验学校六年级的小张

说，她用微信主要是上面有很多资讯信息
可以了解到——— 时事新闻、宠物、购物、旅
游……她还关注了20多个微信公众号，如

“英国那些事”。她自己也经常会在微信上
发学校刚刚开幕的艺术节、班里有什么好
玩新鲜的事情等。“发之前也会考虑，发出
去的话父母会怎么想。”小张笑称，她觉得
把父母给屏蔽了也不好。

对于玩微信会不会影响学习的问题，
小张说一般不会，因为主要还是用来交流
和沟通，关键是看自己如何使用和自己的
自控能力。

●除了和家人联系，微信还可转发有
趣话题

某外国语实验学校六年级的小温说，
五年级下学期她就有了微信号。那时没有
手机，只有iPad，打不了电话，就下载了微
信注册了微信号。微信朋友圈只有30个左
右的好友，自己的同学、家长以及小时的玩
伴。她发的内容主要是作业、笑话，再就是
和同学的交流。她认为，微信的好与坏，关
键还是看自己。“微信不像游戏，容易沉迷
的。”

小朋友圈的

热门话题

●明星八卦小朋友同样没有免疫力
Taylor Swift穿了什么新衣服？又换了

哪个新男友？Justin Bieber是不是其中之
一？看样子八卦是跨年龄段的诱惑，T
Fboys以及EXO他们可能比你都了如指掌。

●毕业“离别惆怅”你们不懂
这条热门话题每年五六月都要轮回一

次，毕业季大家的离别情绪最容易在朋友
圈传染。一首抒情的歌，配上寥寥几语，有
心人还会搭配自己班级的照片，催泪指数
直线飙升。

●喜欢在朋友圈发好听的歌
通过歌晒出自己的心情状态是最简单

和方便操作的一件事。尤其是在家长每天
偷窥微信的压力下，很多真心话只好通过

歌曲解决。
●喜欢在朋友圈晒英文
小朋友喜欢在朋友圈晒英文，很多还

是英文缩写！在龙岗上学的六年级学生小
李说，从有朋友圈那天起，他就只在朋友圈
写英文，“周围好多有微信的同学都这样，
英文的交流方式可能更安全吧，至少心理
上会有点安慰，大人没耐心看我写的英文
句子。”

●喜欢“求解救”咨询作业
“求解救，今天的数学作业具体是48页

的25-30题，还是15-30题”，“今天作业，最
后一道题，中间解题过程谁有”，类似“求解
救”的作业咨询是朋友圈的常态，刷这些小
朋友的朋友圈，每周出现频率至少3次以
上。

●游戏达人永远是小朋友圈的明星
网络或者手机游戏的高手们，喜欢把

游戏过程截图发到网上，瞬间就会被点赞
挤爆。比如最近小朋友圈流行的《我的世
界》，是个难度很高的创造类游戏，有小朋
友中的玩家高手用它衍生出很多动画，再
把这些传上微信朋友圈，就是英雄一样的
存在。

小朋友圈

“被鄙视”话题

●转发“财经股票”
6年级的李彦辰毫不思索地把“财经股

票”看做最不受小朋友欢迎的话题，“爸妈
和一些叔叔阿姨会发，我只能暂时屏蔽他
们。”竹园小学5年级的小马觉得大人老谈
股票也还能忍受，但转发财经新闻的同龄
人有很强的“装”的嫌疑。

●秀自己学习很努力
照片中是作业本的一角，或者是一支

笔。配合的文字内容是“11：30，关灯，睡
觉”。这样的微信内容会跟来一堆“鄙视”表
情的回复。一些小朋友表示，这跟大人圈里
的炫富一样可恶。

●转发“升学率”
“××中学小升初升学率多少，你达标

吗？”“看到这种主题就会严重鄙视。干吗搞
得这么人心惶惶啊！”6年级的小张简直义
愤填膺，她说现在小学生升学压力也很大，
一看到升学率就心烦。“不过还好我可以直
升。”她拍着胸口，心有余悸地说。

●心灵鸡汤和养生段子

原来，就算还没超过14岁，也有一些小
学生会很注意身体和心灵的“呵护”，不过
大多数同龄人却会“鄙视”这种转发话题。

“我们已经80岁了吗？为什么现在就要
转发哪些水果能吃，哪些水果不能吃？”福
田外国语小学5年级的楷楷最不喜欢看到
这种“刷屏”，他感到就算光是看标题，自己
都会瞬间老10岁。

●亲戚朋友转发学习方法
很多小朋友讨厌亲戚朋友在朋友圈转

发如《像她一样三个月完成2000个单词，你
也可以》、《如何快速提高背诵的方法》的内
容，关键是亲戚朋友发完朋友圈，一定要@

自己。南山上学的六年级学生乐乐每天都
会被亲戚@几次，“每次点开微信都有种心
惊肉跳的感觉，都是让我学习，看别人怎么
学习的内容！我真想退出朋友圈。”

如何把控

儿童微社交

●初期耍赖或以身作则
儿童配智能手机的还不多，学校里更

常见的是儿童手机。如果他耍赖要玩大人
手机，那你也耍赖，设密码、谎称手机坏了
或者说今天朋友圈故障……初级阶段，能
耍赖就耍赖，更可以以身作则，大家都少玩
点，互相陪伴对方。

●直接略过微社交
孩子们在微社交里玩的东西其实不像

大人那么细腻，玩出了各种工作分享、心灵
感悟或者时事针砭，更多无非聊聊心情，某
种青春萌动情愫，没必要条条逼问。看到某
一阶段伤感太密集可以适当聊天。更多时
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谁都知道，他更
多的时间是坐在学校里听课的。

●时间控制，偶尔“唐僧”
孩子如果手机玩微社交时间过长肯定

会影响学习效率，一般是需要“时间管理”
的，比如规定只能睡前十分钟看看搞笑视
频，放松一下就睡觉。如果临近段考或者期
末考，肯定一个月是不可以玩手机的。寒暑
假可以稍微松动一点，每天按照规定时间
玩，形成规矩，自然也不被讨厌吧。当然，不
反对做做“唐僧”，偶尔发送你认为重要的
突发新闻、教育文章或者他感兴趣的课外
类知识，虽然“悟空”会烦，可始终逃不过你
的手心呀。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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