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大教授直播微积分课
1万多网友同时在线，个个是学霸

Emoji新表情又来了
有挑眉还有嘘

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
密集窥探了几十人的朋友圈
和订阅号。

一个大致的感受是，女
性关注的，是如何大声说；而
男性，只是在沉默地看。

“女人多读书”，“天下女
人”，“她刊”……光是名字里
体现为女性言说的订阅号，
我就看到了不下二三十个。

而男性的订阅号，虽然
关注的方向五花八门，但“男
人装”是他们共同置顶的选
择……两相对比，那些占据
女性每日阅读和转发的公
号，都在为她们提供着光辉
励志的榜样，感同身受的理

解，慷慨激昂的观点和实际
践行的指南。每一次阅读都
是一次精神的洗涤，每一次
转发，都是一声向男权社会
抗争的号角。

但在朋友圈光芒照射不
到的角落里，沉默的男性们
只是静静地看着男人装里妩
媚诱惑的女性身体，既不转
发，连点赞都惜指如金。

记得上学时学过米歇
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其
中提到男女之间，男性永远
处在观看的地位，而女人则
是永远的被观看。这个差不
多一百年前的判断，居然现
在依然没有改变，甚至还在
被争论。

就像最近，42岁的徐静
蕾和28岁的蒋方舟，因为一
次寻常访谈，生生被舆论对
立为男权与女权的两端。

毫无疑问的，为女性鼓
呼的自媒体各种褒徐贬蒋。
什么徐静蕾活出了女人的从
容与睿智。“我根本不关心他
们，爱怎么看怎么看”，“我从
来都不觉得我是才女，我也
没有从男性的角度去想过”
以及“我祝福你是因为觉得
你幸福，不是因为你结婚”，

“你怎么知道老太太就没人
爱呢？”

至于这些鼓呼的结论，
自然是因为徐静蕾如此，她
才有了今日的成功。

而蒋方舟呢？热衷相亲，
渴望结婚，害怕衰老，失去了
吸引男人注视的魅力。更甚
至，她自己主动提供了被热
血姐妹挞伐的口实：“我很焦
虑，我觉得自己是两性市场
上等待着被挑选的那一方。”

如此彻底的示弱投降，
却让满腔怒火的批评者们迟
疑，毕竟，蒋方舟也是成功人
士一枚，所以，怒火转向了哀
其不争：“姑娘，你那么好，为
什么要担心没人爱？”

但有意思的是，徐蒋看
似谈论自己，却无一句不是
涉及男人的话题，却鲜少在
男性朋友圈里刷屏，毕竟，草
食男们还是刷宅男女神的私
照来得更爽。

在方寸屏幕间的微信文
字里，捧徐贬蒋是容易的。但
转发分享徐的口号后放下手
机，很多女性却仍然奉行着

“蒋方舟逻辑”。这才是强大
而真实的社会现实。

不管男性看向哪里，他
们早已习惯了自己注视的地
位，而如何迎向这种注视，女
人们还需要在网络价值观传
播和现实生活行为之间，继
续调整角度。

开直播、上微博，它们憨态可掬被网友称为“治愈系”

社交时代萌宠扛起流量大旗

【热帖】

【微观】

68 . 7%受访者购买过

“心灵鸡汤”类书籍

人称“矿爷”的苏德矿，
今年59岁，虽然教的是数学，
在浙江大学，“矿爷”却是偶
像级的老师。浙大学生自制
的新生手册中，也清楚地写
着，“矿爷的课，一定要上”，
要不然会后悔。

最近，“矿爷”又玩出了
新境界。他将自己的微积分
课，搬到了网络直播间。最多
的时候有1 . 3万人同时在线，
直逼网红了。

苏德矿说，大学老师用
直播的形式上课，他之前从
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要尝
试呢？“我看到现在的大学生
喜欢玩手机，连走路甚至上
课都在玩游戏、聊微信，或者
看一些直播消磨时间。”他
说，“我就想，现在有那么多
直播平台，干吗不试试把平

时讲课的内容拿去直播？”好
处是，那些没能来上课的同
学，也可以通过手机上课。而
且，直播的内容是可以储存
的，数学需要思考，有时候听
课时来不及思考，课后可以
抽时间看回放。

对于自己这个想法，“矿
爷”挺得意，还额外解决了教
育资源紧缺的问题。他说：

“大学老师也要占领网络阵
地，不然孩子们都去打游戏
聊微信了。”

说干就干，一部手机，一
个三脚架，整堂微积分课就
呈现在了千千万万网友的手
机那头。

浙大竺可桢学院大一学
生吴伟是帮“矿爷”做直播的
小助手。微积分本来就够难
了，“矿爷”的课还要难上加

难，真的有人会跟自己过不
去来看直播？

“其实，很多其他高校的
学生都会来看，毕竟上了‘矿
爷’的课，简单些的课就不在
话下了。”吴伟说。头两次直
播，在线人数都在三四千人，
后来听课的人逐渐多起来。
在线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 . 3
万多人。

“矿爷”的直播，每周两
节课，已经进行27次，共获得
网友打赏金币7000多枚。按
照直播平台的兑换比例，这
些金币大概价值70多元。“有
些学生说要给我打赏，我劝
他们不要打，钱要省着花，将
来留着结婚用。”“矿爷”开玩
笑地说，他现在还不知道怎
么把这些金币兑现呢。

（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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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频道”是由中国网络电视台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共同打造的24小时
直播，各位奶爸奶妈的微博直播，让熊猫滚滚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了。这些治愈系的熊猫
在粉丝心中每个都是宝贝，大量熊猫表情包让网友们欲罢不能。

当你以为手机上的
Emoj i表情已经够多时，
Emoj i又要出新表情啦！
据媒体报道，今年 6 月，
Emo j i 5 . 0表情将发布，
新增了包括挑眉、呕吐、
嘘、思考、笑惨了、惊爆了
在内的69种表情。但手机
用户仍需要等到苹果iOS
和谷歌Android平台更新
后方可使用。

网友点评
@临江山：太多表情，

看完后不想打字了。
@慕儿：好玩，以后聊

天可以玩得更溜了。
@不摸鱼会洗星人：

什么时候其他系统也能
用？

@余圣翔：都比不上
微博三宝。

@傲娇小梧桐：这些
表情陪伴我们太多，在聊
天时表达自己的情绪，即
使远隔千里也感觉近在
咫尺。

@小新你呀你：挑眉
是以张一山为原型的吧？

@向北的南：表情太
多聊天时很难找到，基本
都是用固定的几个。

□孔小平

“奇一抱大腿”视频
红遍全球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的熊猫“奇一”现在是国际
网红了，它抱饲养员大腿的
视频红遍全球，央视新闻联
播都播了，而且这段视频在
国外网站也得到了上千万的
点赞和评论。

“奇一”本来就是网红，
是2016级小团子，去年7月1
日出生，刚出生时还不会爬
也不会走，趴在小床上，方方
的身体，被粉丝喊成“奇小
方”，后来粉丝发现它头顶有
一撮长长的小毛，有点像
W I F I 标志，又喊它“奇呆
毛”，还做了很多表情包，比
如在小毛上打个叉，配字

“哼，WIFI不给你用”，后来
它会跑了，跑起来的时候像
兔子在跳，又被粉丝们喊作

“奇小兔”。

每个“团子”
都能萌倒你

其实每个年龄段的熊猫
里都有“网红”，但随着直播、
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发达，
2016年最小的这群熊猫里出
现的网红更多。比如“福顺”，
人称“国际顺”，在小熊猫集
体晒太阳时，它一个猝不及
防地摔下来，被摄影师捕捉
到了镜头。红了之后甚至有
粉丝专程飞去成都看它，3月

23日晚“福顺”“放学”时，奶
爸还贴心地抱着它跟两位专
程从福建来的女粉丝再见，
简直萌化了。

因为热门视频流出而成
为网红的还有“雅竹”，人称

“雅猪猪”，当时饲养员要给
它称体重，它被饲养员抱在
怀里，乖巧极了，但是四次称
重时体重器都报警了，笑死
了外面围观的游客，而且饲
养员也在不断说“宝贝你长
胖了，称不到了”，后来换了
一个大秤，才显示了体重。原
来，之前的秤只能称5公斤之
内，而“雅竹”已经6公斤多
了，所以被大家喊成了“雅猪
猪”。

熊猫红了

奶爸奶妈也成网红

熊猫火了，饲养员们更
是也成了网红。最近从美国
回来的熊猫“宝宝”和它的
饲养员唐诚也为粉丝们的
表情包创作提供了大量素
材。

唐诚之前饲养过“思
嘉”，“思嘉”也是大名鼎鼎，
在熊猫界有“三美”，就是来
自野外的“北川”、“北动映
后”“萌萌”、“冰雪之花”“思
嘉”，个个都是大圆脸。

在饲养员中还有一位
非常有江湖地位，就是梅
燕，人称“江左梅梅”，粉丝
们用“得梅梅者得天下”，来

表达对奶妈的艳羡。而梅燕
最被网友“嫉妒”的是一张
照片中，她同时被四五只小
团子抱大腿，360度被攻击，
虽然网友说特别羡慕这样
被团子袭击，但其实她后来
也在微博上说这种痛苦只
有自己知道，小团子抓人很
疼的，所以他们上班都是穿
高筒雨靴。

熊猫滚滚
“治愈”网友

“没想到，我会每天趴在
网上看4小时直播。”网友“小
小梦”是新晋熊猫粉，她说，
她爱所有熊猫，心里没有排
名先后。之所以每天雷打不
动看4小时直播，是因为“它
们真是太可爱了，看到它们，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熊猫滚滚和熊猫饲养
员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故事，
都是网友赋予的，比如饲养
员唐诚和两只熊猫的故事，

“奇一”的可爱聪明等。都市
人生活节奏快，熊猫们悠闲
的生活状态、憨态可掬的神
态适时按摩了人心。ipanda
微博账号上发布的熊猫视
频，点击量大都在 3 0 万以
上，“治愈系”滚滚就此成为
直播界的网红，扛起了流量
大旗。

【日志】

她在说

他在看
□阿三

无论是在微博、微信等
网络环境中，还是在传统出
版领域，“心灵鸡汤”类的文
字都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有人觉得，这些作品充满正
能量，能激励自己不断努
力；也有人认为，“鸡汤喝多
了”，未必是好事。

近日，一项对2002人
进行的调查显示，68 . 7%的
受访者曾购买过“心灵鸡
汤”类的励志书籍，51 . 0%
受访者喜欢“鸡汤文学”，
但42 . 3%受访者认为同类
型书籍泛滥，缺乏新鲜感。

“每天晚上睡觉前，基
本都会读几篇‘心灵鸡
汤’。”在北京某高校大二
学生乔明泽看来，“这些文
章中往往有很多生活哲
理，很让人受用”。

“逛书店时，很容易被
励志类书籍吸引。”深圳某
互联网公司员工张锐馨平
时就喜欢读书，最近，她买
了不少“励志读本”。

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大
三的张晨曦很少读“鸡汤”
类的文章：“相比起一些人
人都懂的大道理，还是经
济、历史类的干货知识对
我更有吸引力。”

调查中，39 . 4%的受访
者认为“心灵鸡汤”过多会
让人感到矫情；30 . 0%的受
访者认为这无可厚非；
26 . 3%的受访者认为“鸡汤
文”大都缺乏深度，不适合
作为主要阅读类型。

调查显示，除“心灵鸡
汤”，读者喜爱的读物类别
还有：历史类(37 . 0%)、财经
类(36 . 9%)、传记类(34 . 2%)、
科普类(31 . 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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