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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国
学是神秘的，又是有教化功
能的，所以就送孩子去上国
学班。但他们没有想过，抽
离了国学背后的文化背景、
社会秩序，文本自身早就失
去了教化的力量。

@押沙龙

生活空间逐渐扩大，日
子要过得安全舒适，需要强
调多重港湾论：在单位工
作，家庭应该是幸福的港
湾；出了单位到外边办事，
单位应该是幸福的港湾；出
了城市到国内其他地方，根
据地城市应该是幸福的港
湾……核心空间需要一层
一层加以维护，不可导致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

@诸大建

在淘宝上搜了几家修
空调的，每一家都有好几百
条好评，随便翻翻就发现，
评论里有不少都是“真品无
疑！比实体店省不少！很开
心的一次网购！”或是“宝贝
很好！很喜欢！”唉，现在维
持基本生活要花费的脑力
成本也太高了。

@东东枪

读书也存在边际效应
递减，它并不是生活最重要
的事，过多意味着你耽误了
其他事，或者你在逃避生
活。一个成年人，当你为了
读书，不愿意赚钱，不愿意
照顾家庭，不愿意陪孩子
玩，这就是读书过多的标
志。

@连岳

在古琴中，一个音符与
另一个音符的关系，既不是
西方和声的关系，也不是我
们熟悉的线性旋律关系。一
个音奏出来后，就像一滴墨
水在宣纸中慢慢化开来，再
与其他一滴滴的墨水相互
渗透，相互激荡。古琴曲，就
是流动的中国水墨画。

@严锋

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
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
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
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
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
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
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
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
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

@梁建章

通过观察炒股风格可
以选男人。比如，爱追涨的
不能嫁，花心；胡乱止损的
不能嫁，易离婚；止损不坚
决的不能嫁，软弱要累死女
人；只持仓不做T的不嫁，不
会维护感情；不敢追涨的不
嫁，跟着一辈子郁闷。

@葛卫东董秘
（三七整理）

读书也存在

边际效应递减

【热搜】

【微博】

熊孩子眼里“坏父母”的日常
7月21日 周四
朋友圈刷屏“性格测试”

涉泄露隐私
“我是××，热爱学习！有

远见！反应快！”一夜之间，朋
友圈被一个性格测试刷屏。不
过因为生成一张性格测试，需
要关注公众号，填写姓名跟生
日，目前这个公众号已经因违
规无法关注，原帖也已被封。

网友点评：都是套路！套
的是我们内心的自恋心理。

7月22日 周五
网友热议“女朋友生气的

理由”
女朋友生气的理由究竟

是什么？男网友强烈回应吐槽
悲惨人生：“现在不是谁对谁
错的问题，而是你说话的语
气！”“因为我刷碗没有顺时针
方向。”“她说困了要睡觉，我
回晚安。然后她就生气了。”

网友点评：我们女生生气
还要看理由？完全看心情！

7月23日 周六
妈妈解释“海誓山盟”引

网友吐槽
有网友发微博说，旅游时

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儿子照相，
然后念出了石头上的字：海誓
山盟。她儿子问她是什么意
思，我觉得她应该会给她儿子
讲一个特别棒的爱情故事，然
后就听她给她儿子解释：意思
就是小孩子要永远听妈妈的
话。这让网友纷纷转发、吐槽。

网友点评：执子之手就
是要一辈子牵着妈妈的手？

7月24日 周日
熊孩子眼里“坏父母”的

日常
一言不合就闹天闹地！国

外一个叫“assholeparent(坏父
母)”的社交账号上，又更新了

一些“我为什么是一个渣爹
妈”的理由，附带孩子倒地大
哭的图片，你们感受一下：“我
不小心叫了她真名，没叫她
E l s a (动画人物)。”“我告诉他
因为地心引力，他没有办法滑
雪倒滑回山顶。”

网友点评：这些事儿真的
不赖爹妈。

7月25日 周一
网友吐槽“穷是怎样一种

状态”
穷是怎样一种状态？微博

上这个话题被穷惯了的网友
们疯狂灌水：“东西加到购物
车，最后下架，然后删除。”“在
商场看到好看的衣服，会装作
不经意翻吊牌看价格。”

网友点评：穷不是一种状
态，穷是一种常态。

7月26日 周二
谷歌加入11组新emoji表

情符
谷歌表情符在现有基础

上将加入11组新表情，展现摇
滚明星、厨师、农民、科学家和
计算机程序员等职业，这些新
表情不仅可选男女性别，还有
不同的肤色可供选择。用户于
2 0 1 6年底就可以在新版本的
安卓、iOS等系统中使用。

网友点评：人手一个符合
身份的表情符的节奏？

7月27日 周三
网友回忆“没有电脑的大

学时代”
网友回忆起“没有电脑时

候的大学时代”：“张震讲鬼故
事，关灯很刺激。”“你当斗地主
是这两年才发明的吗？”“小说、
运动、谈恋爱、学习。”

网友点评：谁的青春不疯
狂？

（齐小游整理）

【热点】

WiFi万能钥匙全球总用户量破9亿

WiFi：最熟悉的陌生人

□亚树直

WiFi的“汪洋大海”

据说心理学家正在试图修
订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
斯洛194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

“需求层次论”，主要的修改内
容，就是在最底层的生存需求
中，增加对WiFi的需求。但争议
的焦点在于，是把WiFi加在和
食物、睡眠、饮水同等重要的生
理需求中，还是追求心理安稳、
生活安定的安全需求中呢？

在今年夏天的这一波高
温酷暑中，一些住宿条件恶劣
的学生在跟学校索求环境改
善时，在要WiFi还是要空调的
问题上，居然争执不下。这真
是一个惨绝人寰的生存难题：
假如W iFi和空调只能选择一
样你会选哪个？

居然还有电器制造商出
来搅局：W iFi诚可贵，空调价
更高，若为生存故，两者都不
能少……于是，就有了带WiFi
路由器的空调，不仅可以支持
上网，还能连接各种智能设
备，实现手环开空调，手机定
风速等等功能。真是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事，就是去哪里都有
WiFi，还都能自动连接。

而事实上，这个几年前的
段子，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2015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
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 . 88
亿。其中，随着政府和企业大力
开展“智慧城市”与“无线城市”
建设，公共区域无线网络迅速
普及。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

视带动家庭无线网络使用，网
民通过WiFi无线网络接入互联
网的比例高达91 . 8%，WiFi已成
为网民在固定场所下接入互
联网的首选方式。

所以，除了最直接的WiFi
接入，像带W iFi功能的空调、
打印机、照相机、冰箱、音响等
电器设备，正日益普及。在今
年6月份的美国CES消费电子
展上，最让人激动的新品，不
是巨头科技公司的新品手机、
电脑，而是一款能收集空气中
WiFi无线信号的能量，然后将
之转换为电力，为手机等移动
设备充电的WiFi充电器。因此
可以说，现在，WiFi成了“汪洋
大海”，而我们正淹没于其中。

WiFi的欢乐与趣味

不过，虽然被W iFi的“汪
洋大海“环绕，但淹没在其中
的我们却是欢乐的。比如在我
住的小区里，WiFi名称居然成
了邻里之间表达诉求的工具。
有一晚我带着手机在小区里
散步，设置成自动连接的WiFi
里，不断在单元楼间弹出“3号
楼402音乐太吵”、“2#301的姑
娘你好”这样的WiFi名称。

没有公告栏，也没有邻里
联谊，淡漠的社区生活里，
W iFi居然成了邻居沟通的渠
道。现在谁家没装一个两个路
由器？

家里的W iFi可以用来聊
天，办公室里密度更高的WiFi
当然可以用来做更多事情。去
年一个流传甚广的趣闻，说的
是一个在北京国贸上班的小
王，一直暗恋办公室的女同
事，想趁着情人节表白，又担

心当面被拒绝太跌份儿。于
是，技术男小王把心思用在了
办公室的路由器上，通过修改
W i F i热点名称，把办公区的
W iFi名称，按顺序改成了“×
×，我是小王，我们在一起吧。
A：同意，B：相当同意”。

相信开启WiFi免费共享的
那一刻，小王脑海中满是对爱
情的憧憬，然而理想是信号满
格，现实却是连接错误的。小
王W iFi计划中有个致命的纰
漏，那就是重名。在小王的公
司，除了他心中的女神，还有
另一个女同事也叫这个名字。

结果，重名的姑娘先看到
了共享热点，还答应了小王的
表白。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了，都夸小王有创意，除了小
王暗恋的女神。

到这里，去考证这个新闻
究竟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也许
已经不再重要。这让我们看
到，WiFi在我们生活中除了提
供最基本的网络连接服务外，
还能成为我们制造惊喜，创造
无限可能的重要工具。

你不知道的WiFi风险

越是习以为常的，便越是
不加防范，这一点放在亲近的
人身上没关系，可放在亲近的
WiFi上，就多少会有风险。

近来，一个程序员通过
T e l n e t漏洞开放W i F i扫描脚
本，积累了9万余条W iFi密码
数据，并针对扫描到的数据做
了一次简单的分析，居然就发
现了中国家用W iFi存在着巨
大的风险隐患。这其中最大的
风险，就是密码。想想你自己

的W i F i密码，是不是简单的
12345678就完事了？没错，这也
是很多人的密码设置习惯。

根据这9万余条WiFi密码
的样本统计，排名前三的密码
分别是12345678、123456789和
88888888，累计占比是7 . 437%。
无语了吧，就是有人如此懒且
没创意。

虽然占比不足10%，但这
已经算是一个很可怕的比例
了。因为在这7个加密的W iFi
信号中，你通过输入这3个密
码破解到WiFi的概率是50 . 1%!
可谓是“记下这三个密码，有
一天会救你一命”。

除了排名前三的所谓傻瓜
型密码，余下7个常用密码的复
杂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组
成的TOP10密码榜，覆盖了全
体WiFi密码样本的10 . 355%。

所以，仅仅从这9万个样
本的WiFi密码统计来看，我们
身边大量使用的W iFi的安全
情况是很严峻的。真要是会一
些黑客技术，又别有用心 ,在
小区、写字楼转一圈，估计就
可以收集并破解N多的W i F i
密码。后续要是再进一步修改
DNS甚至是持续监听、欺骗攻
击等等，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想想我们有多少注册、支
付、登录，是在W iFi状态下完
成的。所以，尽管哪里都有
W i F i，走到哪里都可以连接
W iFi，必要的安全和保障，还
是需要注意的。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
限想象，无形隐患，当这些或
明亮或阴暗，或欢乐或担忧的
情绪加起来，潜伏在我们身边
无形的WiFi，算是渐渐清楚了
一点，你看见了吗？

现在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第一件事都是找WiFi。所谓注册成
功、登录成功、支付成功这三大人生成功，大多是在WiFi环境下
完成的。

所以，当近期国内最大的商用WiFi供应商万能钥匙宣布，全
球总用户已突破9亿，月活跃用户达到5 . 2亿，日均连接次数超过
40亿次，将要开展广告推送业务时，我们才恍然发觉，生活中已
经像水和电灯一样普通的WiFi，仅仅一家公司，就能做到如此规
模。你身边无处不在却低调朴素的WiFi里，还藏着哪些你不知道
的欢乐和危险？


	C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