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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从前有一个王子被恶毒的巫婆施了法，一年只能

说一个字。他三年不说话，只为对公主说我爱你。三年

之后，王子兴冲冲地出了门，到了公主面前只说了一个

“我”字就说不出来话了。这时巫婆出来说：“上一年没

用完的套餐不能累计到下一年。”

——Ancle，#赏味期限#

我要留下昨晚做的梦，把它保存在冰箱里。很久很久

以后的一天，当我变成一个白发老翁，便要取出我冻结

的美梦，把它融化，把它烧开，然后我就慢慢坐下，用它

来浸泡我一双苍老冰冷的脚。

——西尔沃斯坦，#梦#

“文科生创造公式，理科生改写历史。”——我们监

考老师总结今天的期中考。

——fake_plasticBridge，#分工明确#

真的不懂那些说“对国产电影要多一点宽容”的人

是什么出发点。我们是柬埔寨还是津巴布韦？我们难道

不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拍出过《神女》《大路》，80年

代有过《黄土地》《老井》，90年代看《活着》《霸王别

姬》的国家吗？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你捧着一堆大型

拜金MV、综艺游戏叫我“多一点宽容”？

——陶者无缰，#爱之深，责之切#

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给自

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我把这叫做二手

生活。

——廖一梅，#二手生活#

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

——毕淑敏，#强大的内心#

楼下传来很大声又愤怒的声音：打死！打死！打死

啊！我以为有人打架！准备跑窗台看个究竟。这时又出现

了同样愤怒的声音：回！回！回正啊！

——所长别开枪是我，#倒车，请注意#

我要你相信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老掉

牙的字眼。我不要你颓废、空虚、迷茫、糟践自己、伤害别

人。你要有强大的内心。要有任凭时间流逝，不会磨折和

屈服的信念。不是因为在象牙塔中，才说出我爱世界这

样的话。是知道外面的黑、脏、丑陋之后，还要说出这样

的话。
——柏邦妮《给妹妹的一封信》，#不绝望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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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

物种正在遭受各种磨难。近日由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者撰写刊登在

《科学》上新报道指出，如果人类再不行动起来，日益严苛的天气

变化可能会导致16%的已知物种灭绝。毫不奇怪的是，当我们所共

同生活的地球变得越来越暖，那么这种温度的上升将会加快物种

灭绝的速度。

一周 数说

在温州经营鞋厂的蔡先生收到

一 个神秘 包 裹，包 装 纸 上 赫 然

写着“紫海星24K千足金”，里面

竟然有190颗金灿灿的戒指。蔡

先生近期明明没有网购，经营的

鞋 厂也没有 黄 金 业 务。细 想 之

后，他觉得这些意外之财背后似

乎暗藏阴谋，便报了警。警方表

示，“快递诈骗”的种类繁多，最

好的做法是收到“无主包裹”后

别打开，直接报警求助。

上海外牌车高架限行新

规开始实 施。为避 免司

机误上高架被处罚，交警

部门采取了在高架上匝

道口劝阻违法车辆的措

施，但仍有部分外省市号

牌小客车驾驶员违法驶

上高架。据交警 部门统

计，截至目前，电子警察

平均每天查获车辆违法

1700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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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再上升就木有朋友啦

90后大学生偶像大调查

190颗 1700起 18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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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上寻宝“专业户”瑞克·施密

特一家近日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海

底发现了价值不菲的宝物，据估算

这些财宝至少已有300年历史，共

计约合人民币184万。应要求，其

中20%的宝物需上交给佛罗里达

政府，由博物馆收藏并展览，而剩

余部分则留给家族内部和公司分

享。不过 瑞克·施密 特 说，仅仅 是

发现宝物这件事已经令他开心极

了，至于最终获得多少不重要。
一周 语录

脸龄测试
网络近期推出的一个页面，用户可以上传照片，面部分析技术会分析照片中面部的人物

性别以及年龄。该软件分析人们脸上的27个点得出结论。这些“地标式”的点是脸部的关键节

点，比如瞳孔，眼角或鼻子——它们会随着年龄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一张上传的郭德纲、林

志颖、吴奇隆合影测得，林志颖是23岁，郭德纲是50岁，他们看起来相差27岁——正好是吴奇

隆看起来的年龄。

  有趣的不是年龄猜得咋样儿，而是有些软件性别测得不准，这技术堪忧啊。

  郭德纲说，他坐在林志颖和吴奇隆中间，就好像带着两个孩子开家长会一样。

  保持心情愉快多重要，心境不同照片竟然脸龄相差20岁。

 人脸识别技术先进后，以后真的就能刷脸吃饭啦。

 我齐刘海的登记照被测出来10岁，斜刘海的登记照测出来25岁，无刘海的登记照

测出来31岁。我觉得这是个发型推荐网站。

声波
Witticism

热词 Word

众议 Argue

二维码大楼
上海松江区现最大二维码楼，一层层窗

户一排排密密麻麻地布满整栋楼，再加上独

特的花纹图案设计融合在一起，被网友吐槽

成二维码大楼。更有调皮的网友看完称：真

想拿手机去扫一扫！

导盲犬进地铁
根据新实施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

安全条例》规定，导盲犬不仅可乘火车，还

可以乘坐地铁。这一举措令曾试图携带导

盲犬坐地铁，但被拒绝的视力残障人员欢

欣鼓舞。

机器人时代
广东东莞第一家民营“无人工厂”开始

投入建设，这标志着当地“机器换人”战略

进入新阶段。当前东莞的用工缺口已达到10

万人以上，“无人工厂”的开建或将缓解用

工荒的现象，同时还将对我国机器人产业产

生积极影响。

文明出游指南
继中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开展“随手

拍”曝光旅游不文明行为之后，两部旅游新

规《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和《导游领

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近期开始实施，对于

不文明出游行为，导游可以举报。

老太模特
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老太芭蒂·温格不

久前以其86岁的高龄当上了泳装模特，并为

多家服装品牌做代言。事后，她还在一家社

交网站上开设个人账户，其粉丝更是多达93

万人，颇受追捧。

天价米饭
西安华山山顶一家普通宾馆，菜价都带

“6”或带“8”，菜单里最便宜的米饭一碗要

卖15元，还不送咸菜。姜汁汤46元、虎皮尖

椒58元。这是要闹哪样？15元钱可以在超市

买七八斤大米了！所以，别人说：“别在景区

吃饭”是有道理的！

从覆盖不同地域、不同办学层次的中国大学中抽

取1708位微博大学生用户，对样本用户近两年间所发

表的所有博文进行质性内容分析。调查显示，在14位公

众人物中，受关注度最高的是韩寒、王思聪、马云和宫

崎骏，关注的样本比例分别为10.9%、7.0%、6.6%和

5.6%。单纯从正负评价的角度看，调查显示，14名公众

人物中大学生正面评价最高的是任志强和马云，

大学生们之所以关注这些人，主要因为与其相关

的热门话题。马云被大学生们视为“成功的民营企业

家”，他的励志经历、演讲等常常成为大学生的“心灵鸡

汤”；至于宫崎骏，因其动画作品及语录被不少大学生称

为“暖心的作品”，也被频频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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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的冒险家George成为第一个到过“地狱”的人，并发布了他烈焰旅程中拍摄的

惊艳照片。44岁的George参与了人类首次进入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土库曼斯坦火焰坑探险之

旅。他冒着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降30.48米进入这个满是火苗的大坑，并在坑内行走。

地狱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