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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自然越来越有生命
力，但不能厚此薄彼，我始终坚
持公共媒体仍应有其超越自媒
体的力量。只不过自媒体抬高
了对公共媒体质量的要求。几
十个、上百个优质自媒体的升
华，其能量应该自媒体无法比，
只不过我们没做好而已。如真
正遍地自媒体，即时消费铺天
盖地，也有问题啊。

@朱伟

每人的成长路径完全不
同，每人获取新知的方式也不
同，只有一小部分人适合读
书。其他孩子不适合读书，那
就不要在学校浪费自己时间
了。可惜，这些孩子都被强行
留在学校，他们的家长，往往
最相信“读书是永远不会亏本
的投资”，本身不会读书的人，
只能抱着这种信条逼迫孩子。
再厌恶学校的孩子，也得在学
校关满年限。

@连岳

大凡艺术家都假装不在
意外形，可这外形大体只两
类，一类长发，一类秃头。大艺
术家则不然，与平民无异，不
与头发较劲，混在人群中也不
甚显眼，聊天饮酒与常人无
异。只是谈及见解时你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差距只在于思想
的深刻，认知的表达。古人总
结得特别好：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对于一般人，
被人器重已是社会表彰，大器
晚成算是社会嘉奖；小器大器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马未都

空气净化器、口罩之类的
要变成发展最快的产业了，和
手机一样的人口红利，每家都
需要，还不止一台，常年可以
卖滤芯。

@小V

告诉你们什么是代沟：中
午老板让实习生小姑娘帮忙
带饭，小姑娘走到半路上收到
老板短信“不要辣”，结果老板
愣是饿了一下午。

@小芋头君

刷了几年微博下来就发
现，生活中越是高颜值的男
神、女神，个人的微博越是无
聊得不行，要么就是高冷的四
个字“转发微博”，要么就是发
一些风景、日常照。想了想原
因，就是因为人家已经在现实
生活中被太多人喜欢了，心理
需求完全满足了，不需要在微
博上逗人乐了。反过来，没人
爱的单身青年们，微博真是超
有意思。感觉每条都是拼了老
命逗你笑，感人至深。

@小野妹子学吐槽

害羞内向的人就像加载慢
的网页。可能有很赞的内容，但
很少有人愿意等那么久。

@雷明
（三七整理）

自媒体抬高了对
公共媒体质量的要求

八成受访者网上聊天时会使用表情包
60 . 8%受访者喜欢参与“表情包大战”

12月15日 周四
重庆网友每天直播讲数学题走红
一个微博名叫“数学老师不上课难

受”的网友走红，他自称有8年数学教学
经验，微博大都和数学有关，每晚都在网
上直播讲题3小时左右，吸引了众多网友
按捺不住崇拜之情前来点赞 ,甚至有人
表示想要“重新学习一下当年没好好学
的高数”。

网友点评：简直是直播界的一股清
流。

12月16日 周五
英国公司招聘“表情符号翻译员”
看不懂emoji表情？日前，英国伦敦

一家翻译公司网上招聘“表情符号翻译
员”，已收到30余人应聘。表情符号近年
大行其道，但由于各地文化差异，表情符
号的意思可能有别。译员需要准确理解
表情符号的意思，避免翻译出错。比如日
本人就爱用“微笑的大便”来祝对方好
运，因为日语“大便”和“运气”发音相似。

网友点评：联系上下文翻译啊！
12月17日 周六
中国十大单身聚集地：天津第一、四

川第二

一项风行于网络的单身调查显示，中
国十大单身聚集地中，四川仅次于天津，
位居全国第二。与之相应，国家民政局相
关数据称，“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

网友点评：从四川走出来，考到天津
的我要哭了。

12月18日 周日
回忆杀！超级马里奥上线iPhone
任天堂上线手机版超级马里奥跑酷

游戏，还是熟悉的砖块、水管、蘑菇……
满满都是回忆。网友纷纷回忆小时候用
红白机玩，一玩就是一天的日子。

网友点评：算算马里奥大叔已经31
岁了。瞬间明白马里奥为什么疲于奔命，
要不断地往前跑，赚钱获得金币，还要建
房子，找到桃子公主！

12月19日 周一
国外网友交换礼物碰上了比尔·盖

茨
Redditgifts是一个国外匿名送礼物

网站，填写个人信息以及自己喜欢什么
后，系统会自动帮用户配对。圣诞节即将
到来，女网友Aerrix被网站配对的竟然
是比尔·盖茨！她从盖茨那里收到了一大
堆礼物，有自己喜欢的电子游戏、拖鞋以

及一张PS比尔·盖茨和她的合影……
网友点评：运气好到爆！
12月20日 周二
仅凭一张照片就能在社交网站上找

到陌生人
你体会到社交网络的恐怖了吗？俄

罗斯一摄影师在地铁里拍摄了100张通
勤者的照片，然后运用一款人脸识别软
件找到了他们的社交网站主页，成功率
高达70%。这也向人们展示了在网络世
界陌生人想要知道一个人的信息是多么
容易。

网友点评：在中国应该行不通吧？P
图大神太多了,凭照片根本找不到真人！

12月21日 周三
那些曾经以为是“一派胡言”的金玉

良言
有网友在微博发起话题“哪些道理

你小时候觉得一派胡言，长大后觉得不
能再对，简直金玉良言？”网友热晒自己
曾吃过的亏：“要穿秋裤，要不然以后年
纪轻轻腿就疼”“结婚要门当户对”……

网友点评：长大过程中吃过亏，才知
道老人言的可贵。

(齐小游整理）

【热搜】

【微博】

只要能用表情表达

就绝不会使用文字

郑州网友王雨聊天时经常使用表情
包，“表情包有动图，很多都很有趣，让你
看了之后想发笑。要是直接发文字，那种
感觉就不存在了”。

“我在聊天的过程中，只要能用表情
表达想说的话，就绝不会使用文字。”研
一学生刘薇表示。在她看来表情包是有
魔力的，一个绝妙的表情包不仅让你佩
服网友的“脑洞大开”，还让你在聊天的
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笑。

调查显示，82 . 2%的受访者在上网
聊天时会使用表情包，其中，35 . 2%的
受访者每次聊天都使用表情包。

使用者对表情包的更新频率也较
高。调查显示，10 . 0%的受访者1～3天就
更新一次表情包，23 . 4%的受访者3～7天
更新一次表情包，22 . 5%的受访者7～14
天更新一次表情包，12 . 1%的受访者14～
30天更新一次表情包，另有10 . 1%的受访
者30天以上会更新一次表情包，21 . 7%的
受访者视情况而定。

“有时候一天会添加好多表情包，
有时候好多天也不添加一个。今年8月
奥运会时傅园慧表情包特别火，那时
恨不得每次聊天都用这个表情包。”王
雨说。

刘薇平均一周至少更新一次表情
包。“老用一种表情包，不仅让人厌烦，当
初那种惊喜也随之消失了”。

调查显示，78 . 5%的受访者和同学或
朋友网聊时会使用表情包，59 . 1%的受访
者和同事聊天时使用表情包，23 . 2%的受
访者和陌生人聊天时会使用表情包，只
有17 . 0%的受访者和父母网聊时会使用
表情包。

王雨和父母聊天时很少用最新的
表情包。“他们不懂其中的笑点和意
思，老让我给他们解释，感觉有点儿尴
尬”。王雨说，和朋友在聊天时共用一
套表情包，会觉得彼此的审美和爱好一
致，很容易有一种认同感。“比如最近
大火的‘蓝瘦香菇’表情包，用起来会
觉得很亲切”。

刘薇也表示和朋友们聊天时最喜欢
用表情包。“和朋友用表情包聊天，不用
担心‘词穷’”。

表情包就是情感的
一种最直观的表达

表情包有趣、能代表自己的笑点是
王雨选择使用表情包的原因。刘薇也觉
得表情包的感染力非常强。

调查显示，受访者喜欢使用表情包
最大原因是表情包有趣，让人开心
(64 . 9%)。其他还包括：表情包简洁明了，
省去打字时间(58 . 3%)，表情包夸张或反
讽，释放自己的情感(49 . 5%)，缓解尴尬
( 4 4 . 8% )，周围人都用，自己不能落后
(14 . 5%)等。

刘薇表示，表情包就是自己情感的
一种最直观的表达，“开心的，不开心的，
甚至愤怒的情绪，都可以通过表情包直
观地呈现出来”。

调查显示，75 . 0%的受访者认为表情
包可以活跃气氛，47 . 5%的受访者认为表
情包可以缓解尴尬，37 . 1%的受访者认为
表情包可以获得认同，18 . 9%的受访者认
为表情包可以终止话题。

有时，人们在群聊的过程中会进行

“表情包大战”，不停地发送表情。王雨对
记者说，他有时候也会参与“表情包大
战”，不过持续几个回合就会觉得无聊，
对这些表情包也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刘薇表示，群里朋友发送表情太频
繁的话，会觉得对方特别讨厌，不过频率
没那么高的时候也会看一看热闹，遇到
自己感兴趣或者喜欢的表情包还会收藏
下来，下次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了。

调查显示，60 . 8%的受访者喜欢参与
“表情包大战”，并趁机收藏自己喜欢的
表情；38 . 7%的受访者觉得表情包大战很
无聊，没有意思；17 . 2%的受访者很讨厌
表情包大战，甚至会因此屏蔽群聊。

在王雨看来，有时候“表情包大战”
就是一种情绪的狂欢，每个人都想借“表
情包”这个出口把情绪宣泄出来，“等到
情绪真的像流水一样释放出来后，表情
包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受访者中，男性占49 . 3%，女性占
50 . 7%。00后占0 . 9%，90后占25 . 8%，80后占
52 . 5%，70后占15 . 1%，60后占4 . 9%。

（据《中国青年报》)

【热点】

仅凭一张照片就能在社交网站找到陌生人

不少人在上网聊天时都会使用表情包，

开心的时候扔给对方一个微笑表情，悲伤的时候发一个哭

泣表情……表情包也越来越丰富，从简单的卡通形象，到明星、网

红人物等。甚至有人说，没有表情包都不会聊天了。

一项对2001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 . 2%的受访者在上网聊天时使

用表情包，64 . 9%的受访者因为有趣而使用表情包，75 . 0%的受

访者认为表情包可以活跃气氛，60 . 8%的受访者喜欢

参与“表情包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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