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女学霸“绘本笔记”令网友追捧

一条微博
募资百万

最近，一家名叫“免费午
餐”的网上小店火了，因为店
里有样东西只卖4块钱，却一
夜之间涌进了100万元的订
单，惊呆了“小二”。经过查询，
原来这100万元是一个姑娘随
手发的一条微博引起的。

发这条微博的人名叫
“小鲸鱼”，这个1995年出生
的姑娘既不是明星，也不是
网红，微博上也只有1000粉
丝。但她发的那条微博，却在
双十一那天引得1万多次转
发，3000多条评论，还让原本
专心“买买买”的网友们为公
益小店掏出了100万元。

原来，“小鲸鱼”刷微博时
看到一条带图评论，给贫困地
区孩子们的免费午餐公益捐
助4块钱一份。她立刻去淘宝
购买了，担心遇到骗子，她事
后又再三检索，终于确认这是
个靠谱的公益活动，于是决定
发一条微博，让更多人知道这
事儿。她还私信给同校的人气
博主，请他们帮忙点赞和转
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了进来。那条微博火了。

一次小小的善举带来的
蝴蝶效应，最终引发了这场
公益风暴。“小鲸鱼”说：“当时
真的吓到了，手机一直在震，
震到没电……到现在都不相
信这是我自己的微博。”

年底向来是商家们的营
销旺季，手机上接到的广告
发布浓度，也像雾霾一样迅
速爆表。而且，和雾霾有一拼
的是，眼下这互联网营销的
吆喝，是越来越污了。

比如最近火到成了网
红的麦当劳圣诞咖啡杯，原
本经典的圣诞红色，配上冬
日的棉线手套，中规中矩根
本算不上出众。可被段子手
添上几只手指之后，一夜之
间就变成了一个人，在掰屁

股……如果再配上圣诞杯
被戳出一个小洞，褐色的咖
啡汩汩而出的场景，那画
面，我简直没法愉快地吃汉
堡了。

也许麦当劳的公关部已
经哭晕在厕所，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污”传播，让这次平
庸的应景营销，成了网络爆
款。

后来微信圈的营销大号
如顾爷、杜绍斐、咪蒙等，也
都是靠着污力营销圈粉无
数。连腾讯视频这样的老牌
视频渠道，都要借助这些污
力大号，用“我想在床上，和
你共度好时光”这样的撩人
题目。

虽然线上营销吆喝得越
来越撩人，但线下那些直接
售卖性感的商品，业绩却越
来越惨淡。

像维多利亚的秘密内
衣，今年的净利润竟然同比
下跌了14 . 75%，连带让它的
代工商维珍妮业绩暴跌9成，
15年来首次亏损。

这似乎让人有些诧异
了，为什么那些原本不性感
的商品，纷纷变着法地把自
己装点得性感撩人，祈求用
户能在诱惑之下赏光使用；
而那些真实生活里本就香艳
性感的商品，反而受到冷落，
走向衰败呢？

也许究其原因，是在线
上虚拟的性感撩拨，和线下
真实的性感展示之间，我们
得到的心理暗示和体验天差
地别。

在线下，那些小码的衣
服、大码的文胸，只有身材
非常自信的人，才有资本穿
得进去，秀得出来，而那些
印在宣传画册上，站在店内
的性感超模，健美鲜肉，进
一步增强了你对自己身体
管理效果的自惭形秽。进店
的时候固然养眼，可真要拿
到货品，想要上身试穿试戴
的时候，受到的却是一万点
的精神伤害，“那只是漂亮
健美的人才能穿的，我还是
去买淘宝大码，在家偷偷试
穿自拍吧。”

而在线上，那些看上去
污力十足的品宣，其本质却
是把你当公主、王子般的表
白。

所谓商场如情场，如果
说用户的心思像女人心海底
针，那么商家的套路则像情
场老手花样翻新。但要让两
者金风玉露相逢，干柴烈火
蔓延，撩拨的技巧，老司机们
还要不断开发新路径。

“你用手机拍的最有故事的照片
是哪张”刷屏
□杨甜子

这些不专业的照片
总有一张感动你

网友们晒出的随手用手
机记录下来的照片，估计没
一张能入得专业摄影师的

“法眼”。用光构图都不够专
业，但却胜在了情感动人。网
友“FarmHyui”晒出的是自
己的“奋斗史”，照片里，《宏
观经济学》《考博英语》《考研
英语阅读理解150篇》等练习
册 堆 得 老 高 ，看 样 子 ，

“FarmHyui”是一位博士。他
在微博里说，“我就是这么一
步步地走下来，从三本走到
了985的博士”。励志故事让
正在埋头复习，准备奋战即
将到来的全国考研的学生们
感到了鼓舞，有人甚至将

“FarmHyui”当成“考神”来
拜，“这个星期就要考研了，
保佑我顺利通过！”

网友“摇摇晃晃摇晃”晒
出的图片是一张挑山工的背
影。光着上身的挑山工肩膀上
搭着毛巾，正挑着沉重的货物
努力上山。路过的游人向他投
来了敬畏的眼光。“摇摇晃晃
摇晃”给照片配上的文字是

“每个人不都在咬牙坚持
吗？”

网友“羊角橘子”晒出的
是生活的日常，照片上，一个
小婴儿和一位老人都在床上
酣睡，“羊角橘子”标注，酣睡
的两个人年龄足足相差了95
岁。“相差95岁的两个人在一
张床上睡得很香。”含饴弄孙
的幸福，就是如此了。

最热门一张图片
获得17万个赞

点赞最多的一张图片来
自一位曾经的警务人员。网
友“屎小粪”发送的图片获得
了176000个赞，照片上一位
身穿警服的年轻人浑身都是
血，衣服都被染红了一大片。
脸部打上了马赛克。“屎小
粪”说，“和犯罪嫌疑人搏斗，
嗯，最后还是我赢了。”网友
们回复了5800多条评论，“第
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泥浆，
到第二眼才反应过来全是血
迹。”网友“迷恋鸡翅膀”表
示，自己看到这张照片非常
不忍心。网友“一个很大的奶

黄包”说，“致敬！发自内心的
敬佩。谢谢这样的人在保护
着我们的生活。愿您一生平
安。”

“屎小粪”本人都没想
到，自己的一张照片会收获
这么多的温馨鼓励。他又发
了一条微博，难言感动。“打
开微博惊讶得有点想哭。没
想到一张十年前的照片，让
这么多温暖在瞬间突然袭
来。嗯，从警生涯中最浓墨的
一笔，此刻浮现眼前。虽然现
在已脱下这身警服，但我想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个夜
晚，那身血衣，那些陪我到现
在的同事……而此刻我懒懒
地晒着太阳，眯起眼，看见未
知的美好未来。”

一张感人的照片，让“屎
小粪”成为了新的网红。他的
这条微博都被网友刷出了
344条评论。“我没有办法一
条条回复……因为感动装进
心里就懒得掏出来啦。但真
的谢谢你们，也谢谢那些仍
坚守在治安一线的，我曾经
的同事，和不认识的警察同
行们。”“屎小粪”回复道。

网友：愿所有人被
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这条微博的评论我能看
一天。”网友“喜欢的话就坚持
吧”说。“PandaPAN”表示，“评
论看着看着就哭了，很多人每
天只是努力能够活下去，我们
还在抱怨什么呢？”这条微博
的评论里，围观网友的言语不
约而同的全都是正能量。网友

“千姿千赏w”说，“看评论真
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慰藉啊
酸楚啊这种奇妙的不常有的
感觉。”网友“沐兮wenny”也被
照片感动了，“评论里的照片
让我热泪盈眶，愿所有人被这
世界温柔以待。”

五味杂陈的情感，让网友
找到了坚强的理由。“张有容_
蹲在手帐坑底”“谱啊谱”等几
位网友的评论连在一起，俨然
是一大锅温暖的“鸡汤”：“那
么多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坚
强地活着，你还有什么理由怨
天尤人虚度光阴。你会发现，
自己生活里遇到的很多事情
没有那么艰难了。”

【热帖】

【微观】

如今，小鲜肉成收视保
障，网红美女就是流量收割
机，不少网友戏称，我们这些
靠才华生存的该怎么办？

颜值经济时代，越漂亮就
越有价值？网易直播平台CEO
张仕强认为，直播其实就是颜
值最快的一种变现方式。但颜
值≠价值，靠脸吃饭没那么简
单。“细心的网友会发现，不少
知名直播平台上的主播，真正
排名比较靠前的颜值可能并
不那么高。”颜值只是完成了
最初始的颜值经济的部分。每
个知名主播在内容、运营上花
很多心思，这些不是光靠“漂
亮”就能获得的。

“电影圈看不看脸？肯定
看脸！”乐视影业副总裁陈肃
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但
影视圈的小鲜肉、美少女们
的超高颜值就是票房保证？
陈肃则给出了否定答案。但
是演员要做到让观众喜爱，
颜值只是一个最初认知，后
续观众对电影剧情，口碑的
判断是一个综合决策过程。

《七月与安生》的制片人
陈乐表示，漂亮的姑娘们确
实会吸引大家的眼球，一定
是存在商业价值。但是实际
上从经济的角度或者经济学
的角度，如何通过合适的运
营使“小鲜肉”增值，通过很
好的载体，能够实现“颜值”
更大的变现，其实是要通过
不断地背后运营来完成的。

虽然成功不光靠颜值，可
是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颜值
已然成为通向成功的敲门砖。

颜值经济变现
不是光靠漂亮就行

武汉一所高校生物工程
专业大四学生范琴的学习笔
记，常常被学弟学妹们借阅
学习。由于借阅的人太多，近
日范琴应学弟学妹要求在
QQ空间发布了部分笔记图
片。发布不久，就被大量转
发，空间内被留言“刷屏”。

范琴是该校有名的美女
学霸。四年的大学生活，她积
累了《植物学》《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等十余门专业课程
共15本学习笔记，每一本笔
记都如同科普绘本一般，不
仅内容详实，条理清晰，还配
有大量精美的彩色手绘图。

“学姐的笔记太美了，跟艺术
品一样。”学弟学妹羡慕不
已。

对于意外走红，范琴表
示是偶然。最近忙于准备研
究生考试的范琴，在复习《植
物学》时被一道综述题难住
了，一时理不清思路的她，翻
出了大一时记录的笔记，问
题迎刃而解。范琴在朋友圈
发了条动态，感慨“大学笔记
的重要性”，引得学弟学妹们
纷纷上门求笔记。

网友“名字的记忆”惊叹
插图太美，“作为艺术生，太
羞愧！请收下我的膝盖。”据

了解，范琴唯一的绘画基础
是中小学开设的美术课。“插
图大多都是动植物及细胞的
结构图，也没什么技巧可言，
用心观察就行，但必须精准，
不能有丝毫偏差。”对于网友
及学弟学妹的热赞，范琴有
些不好意思。

范琴的辅导员姜天燕介
绍说，范琴非常热爱生物工
程专业，因为品学兼优，她曾
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
等。范琴表示，“这是大学四
年，我给自己置办的最好的
毕业礼物。”

(据都市圈圈网)

【日志】

只融在眼
不溶在手？

□阿三

近日，一
条名为“你用
手机拍的最
有故事的照
片是哪张”的
微博奇迹般
刷了屏。网友
们在这条微
博的评论里
晒出的照片，
竟然不约而
同的全都是
正能量。与陌
生人之间不
经意的一瞥，
又或者只是
生活中心念
一动的那个
瞬间，都足以
让网友感动
许久。

被网友点赞较多的两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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