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元交换旅行你敢约吗

总被嫌弃
的“呵呵”

“哦”可忍，“呵呵”不可
忍。在聊天里，“呵呵”几乎
被公认为是最令人反感的
网络用词，没有之一。与卖
萌的“嗯嗯”、夸张的“哈哈”
相比，“呵呵”究竟得罪谁
了？

心理学研究者发现，
“呵呵”这个词在网络聊天
中使用之初效果也是极好
的，比如问对方“呵呵，在干
吗呢”，能打破突然问话的
尴尬，传递出一种亲近的感
觉，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在
查岗。不过随着使用频率上
升，大家开始对“呵呵”感到
审美疲劳，就好像网购中的

“亲”多了以后，反而招人反
感。随着没有实质意义的

“呵呵”在整个聊天中占据
大量空间，大家发现，“呵
呵”成了一种无话可说的应
答，甚至是敷衍别人的方
式。

无奈的是，在网上，又
必须有一个“呵呵”这样的
角色。在面对面聊天的时
候，如果我们对话题不感兴
趣，或者不知道怎么回应，
对方能够看出来，但在网
上，只好找一个替死鬼来完
成这样的任务，作为礼貌性
的回应。一个微笑的表情，
一个拱手，一束玫瑰，或者
一个不受欢迎的“呵呵”。

这个双十一，天猫1207亿
的新纪录交易额，延后了很多
有用的信息。比如，中国正迎
来建国后第四轮单身潮，单身
人群已经接近2亿，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被用来
提醒单身的民间节日，成了电
子商务的节日，只是再重新回
归日常生活时，才发现自己是
如此孤单。

这种错位，正是单身潮蔓
延的原因之一：互联网与手
机，让人们甘心瘫在床上度过
无数个寂寞的夜晚。

曾经有个流行的网络段

子说：“为什么要谈恋爱，是酒
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找
另一半不过是找个长得顺眼
的陪自己玩手机。”

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让我们可以
足不出户，就能结识无数你想
要认识的陌生人，QQ、微信、
微博，一直到现在火热的直
播，这些互联网社交工具的出
现，都是为了帮助你能在独自
一人的时候，可以坚持更长的
时间不与真实的人交流，即使
屏幕上出现的，是真实的甚至
是增强现实的更好的人。

一个颇有意味的资本表
现是，敏锐看到互联网婚恋交
友商机，并第一个登陆美股的
世纪佳缘，已经在去年年底悄
然被收购退市，4 . 64美元的股
价，1 . 49亿美元的市值，已然不
到上市时的一半价值。不过参
照下如今2亿光棍的现状，互
联网婚恋服务显然没有达标。

而就在转过年的2016年
里，旨在消磨无聊，给孤独以
意义的直播网站，仅仅用了半
年多，就冲出了映客、斗鱼等
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

当然，我从不相信只要有
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不再需
要爱情，不用组建家庭。但有
了互联网，我们有了更多的自
由和选择，至少让我们错以为
未来仍有希望，没准哪天看直
播，就有漂亮的女主播愿意走
下屏幕，和你共度余生。正是
这种小概率事件，让很多人也
会觉得，有了互联网单身生活
越来越精彩，何必要结婚？

这时在回看蒋勋写在
2010年的《孤独六讲》，其中提
到：“当人们意识到陷入孤独
之境时，第一反应则是回避孤
独，这是群居动物的本性，却
于解脱孤独无益无用。”现在
看来，短短6年，我们对待孤独
的方式已然天翻地覆，孤独的
时候，我们会拿起手机，走进
人群，去拥抱孤独。

而蒋勋当年期待的“一个
成熟健康的社会，应该拥有足
够多的面向与可能。让惧怕孤
独的现代人，有更多融入社
会、摆脱孤独的机会。”眼下，
互联网为孤独的人们提供了
无数种可能，购物、相亲、娱
乐、游戏、直播、学习，却仍然
没法让人们放下手机，真正与
人交流，共同构建一段通向婚
姻的道路。

感谢互联网，让我们在感
到孤独时，更依赖科技而不是
彼此，这是我们自己造就的结
果，只是我们已然没有精力去
反思了，因为，我要看手机。

拿起手机
我们不结婚

□阿三

做半日匠人，网上也有慢生活

【热帖】

【微观】

【日志】

艾玛·沃特森，因在《哈
利·波特》中扮演女神学霸赫
敏一举成名。现实生活中，艾
玛同学也是枚不折不扣的明
星学霸，以全A成绩同时被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布朗
大学录取。在她主页上为数
不多的PO图中，最常见的就
是随时随地的读书照。

最近艾玛发了条推文，
面带欣喜地展示自己手中正
在读的书“丢”了，而且，一丢
就是100本！这些书都藏在伦
敦地铁的各个角落里，号召
粉丝们去好好找一找……结
果可以想见，很多人都兴致
勃勃地投入到这次寻宝游
戏，丢的书被读疯了。

原来，艾玛参与了一个
读书分享活动，该活动鼓励
人们利用通勤时间读会儿
书。为激起大家的兴趣，发起
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许
多书籍放在地铁里“漂流”，
让它能够被更多人阅读。时
间长了，越来越多的人和书
参与进来，也包括“赫敏”这
样自带光环的大明星，线上
线下的活动热度远超发起者
的预期。

互联网时代，阅读方式
花样翻新，但读书依然是丰
富与愉悦自我之门。如果明
星艺人们，能在网上少晒点
凹造型、刷热度的内容，多参
与点阅读活动，我们的社会
一定能够多一缕书香、多一
点专注。

“赫敏”丢了
100本书

世界这么大，都想去看
看。如果在你向往的远方，有
免费向导陪吃陪玩，还可0元
入住当地人家，你敢“说走就
走”吗？

近日，某微信公众号推
出“交换旅行”信息交流平
台，即陌生网友通过注册会
员方式，把自己可以提供给
他人的房间或床位，或是导
游服务等，作为享受异地免
费住宿或陪玩的条件。只要
双方达成共识，那么，0元环
游中国乃至环游世界的梦
想，也许就是分分钟的事啦！

交换旅行的概念早在60
年前就在欧洲出现，近20年

在美国蓬勃发展。目前，交换
旅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
约定日期同时交换；另一种
是错开时间交换，即甲方先
入住乙方家由后者负责接
待，过些日子，乙方再入住甲
方家。受各种条件所限，国内
交换旅行模式仍处于摸索阶
段，像“交换旅行社区”公众
号、“你好”网、“易家之旅”
App等都属此类。

值得一提的是，交换旅
行与风靡一时的穷游“沙发
客”不同，“沙发客”需要支付
费用，只是价格低于宾馆而
已；而交换旅行的体验者如
果彼此愿意，完全可以实现0

元旅游的梦想。
90后上海小伙儿@不哭

是个旅行迷。10月初，他在交
换空间里发出了自己的信
息：“30岁，自由职业者，可提
供自家房源，交换任意国家
和目的地。没想到，三天后就
有了回复，一位云南姑娘愿
提供自家房源作为三个月后
到上海旅游的交换条件。于
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一个星
期后，@不哭结束云南之行，
在空间里兴奋地分享了自己
交换旅行的图片和文字。从
目前情况看，类似体验者已
不在少数。

（据都市圈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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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多数人双手最常见的工作和消遣就是划动屏幕、点击键盘，能不能偶尔慢下来，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一件更有质感的小事中？“做半日匠人”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案。网上，日渐
活跃的手工主题网站、App、论坛、交流群里，众多爱好者们火热分享着木工、折纸、刺绣等等
看似小众的手艺，其中一些人更是在“如何玩”的交流中，开始了自己风生水起的新事业。

网络百工坊呼朋唤友

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动
下，以兴趣为纽带的多对多
社交成为趋势。有了网络平
台，手工爱好者们不仅可以
轻易找到大批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通过“组织”拜师学艺、
碰撞灵感、购买装备等也都
变得非常简单。

对于初学“菜鸟”和追求
提升段位的爱好者而言，网
上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各类开
放的手工教程。相关社区网
或App，如“手工客”“手工爱
好者”“动手网”“生活文化
馆”“爱手工”等，涉及内容均
相当广泛。

以“手工客”为例，最实
用的功能就是“教程分类”，
其中集纳了布艺、折纸、刺
绣、编织、手绘、雕刻、印染、
木工、皮艺、黏土等21大类别
数万篇图文教程和视频教
程，零基础的用户可以对照
教程一步步学习，从雕刻一
把木勺、叠出一朵玫瑰起步。
学艺之余，这些平台大多提
供“秀”的功能，“大神”也好，
新秀也罢，都可以将自己原
创的手工教程拍摄上传，分
享给大家。

目前，许多社区网或App
还有一些主打创意的手工艺
品集市类网站，不仅能够叫
卖自己的作品，还可以淘到
其他人“脑洞大开”的佳作。

小兴趣也是大饭碗

木艺、皮艺、纸艺……眼
花缭乱的DIY，不少看起来
颇为冷门，但爱好者们乐在
其中，享受着手工带来的质
朴与温度，享受着那种全然
随心的状态，不少人甚至放
弃原有的工作，将兴趣当成
事业来经营，并成功赚到了
第一桶金。

网友“熊家华”原来是IT
程序员，他的最大乐趣就是
亲手制作各类木头小玩意
儿，周末在楼顶的小工作室
一泡就是一整天。他发现程
序员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
活，于是，毅然辞职，凭着爱
好半路出家当起了木匠，并
创立了手工木艺网店“小熊
红木之家”。现在网店销量可
观，而他不仅可以继续做自
己喜欢的事，还在网上招募
了更多“小木匠”。

秦坤是个90后，被前辈
称为“折纸天才”。他将儿时
的折纸兴趣保留了下来，在
其他同学看漫画的时候，他
埋头研究折纸类书籍，摸索
书上介绍的新样式。后来，
他偶然间读到一本国外杂
志的现代折纸文章，不剪、
不粘、不贴，仅凭反复折叠，

就能创造出造型复杂的动
物，让他大开眼界。秦坤决
定辞职，只专注做折纸。如
今，他的作品已价值不菲，
无心发到微博的“大圣归
来”折纸，更收获了网友们
600万次点击。

互联网+传承老手艺

机器大批量快速生产让
现代人沉浸在制成品和一次
性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没
有耐心钻研繁琐的手工艺，
许多技艺也不为人知。而通
过互联网+的展示，大量作
品在惊艳之余，吸引了更多
年轻人去接触和钻研，一些
传统手工艺也似乎找到了传
承下去的希望。

重庆工商大学毕业生蒋
琳的裁缝师傅就是她在网上
找来的。当时她在网上看到
一则老裁缝颜永恒拾金不昧
的新闻，很快根据报道中的
地址找到颜老拜师，开始了
自己传统裁缝技术的学习。
反过来，那些想要把手艺传
下去的老人，也试着通过网
络扩大收徒范围。

更重要的是，有了网络
平台，再冷门的手工作品，只
要是精品，都能够交流、变
现。通过集市网站、App，或
是自己开网店等各种途径，
均可出售手工作品。一些手
工爱好者还在网上发起众
筹，为自己感兴趣的手工项
目融资，迅速实现从爱好者
到创业者的变身。

（据《北京日报》）


	C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