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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语音、视频通话、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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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小汤

根据网友们的留言和讨论，笔者在这里总结了一份微信
社交中的小贴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独特性格，
故而这里给出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1.主动添加微信好友时，请自报家门，并在对方同意添加
后及时开始对话。

2.打招呼后请尽量开门见山地说事，避免用类似“在不
在”这种浪费时间的对话作为开场。

3.发语音消息时先询问对方收听是否方便，并且尽量避
免连续发送长语音。

4.拨打语音电话特别是视频通话前务必要征求对方同
意，如对方表示为难或拒绝则最好换一种交流方式。

5.拉赞、拉票、拉群或推销商品都应适度，尽量避免打扰
平时不联系的朋友。

6.交往还需真诚，以自己工作忙、要睡了等理由拒绝对话
后，最好不要再发这位朋友所在的分组可见的朋友圈。

7.适当了解网络语言与某些表情符号的特殊含义，如“呵
呵”“哦”“嗯”和微信自带表情的“微笑”“再见”等等，容易产生
歧义。

8.使用表情包要注意对方的身份与语境，开玩笑请考虑
对方的接受程度。

微信社交小贴士

除了长语音外，微信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在网友们心中
更是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功能。在此前进行的一项网络调
查中，“不经过同意就发来视频通话”这一选项请求以高票当
选为“最令人不爽的网聊行为”。究其原因，视频、语音通话是
即时性的一种交流，需要合适的场合、时间和一定的心理准
备，冷不丁就收到这样一个需要暴露不少隐私信息的特殊通
话请求，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猝不及防，不免感受到冒犯。

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网友“裹紧我的小被子”分析道：
“微信语音电话与真实的电话并无太大区别，而且更加节省资
费。也没听说谁能完全拒接电话，隐私都是相对的，人总归是
要和别人交流的。”不过他也认为视频通话相对来说是在比较
亲近的人之间或者上级面向下级时使用的，向不是很熟的人
贸然发起视频通话请求确实不太礼貌。

语音通话与视频通话容易侵犯隐私

“我也不知道是现在
的人时间金贵呢还是他们
没耐心，微信上的聊天越
来越简短了。”在开发区经
营 一 家 美 容 店 的 网 友

“CC”这样说，“没想到一
句简单的‘美女，在吗？’让
我差点失去了一个顾客。”
据她描述，由于想在微信
上提醒一下客户卡内有项
目要过期，于是习惯性地
问了对方在不在线，没想
到因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
明事由，而且发消息正值

对方休息时间，顾客觉得受到了打扰。“沟通后客户也谅解
了，但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用‘在不在’作为微信聊天的开头。”

在网友们的讨论中，不受欢迎的微信消息不仅有“在不
在”这样浪费双方时间的话，还有动不动就长达一分钟的语音
消息。在我市一家企业从事行政管理的萧小姐说：“由于我经
常要参加各种办公会议，听语音非常不方便，微信语言转文字
功能也会有错误，所以收到长语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困
扰。”事实上，不轻易发长语音已经成为网友们的共识。

不轻易发长语音等原则已成为共识

“快帮我助力砍价！”“请给五号投票，谢谢。”“去我朋友圈
第一条内容下面点赞。”这样的链接和请求每个人都收到过，
看似是点几下屏幕就搞定的“举手之劳”，次数多了也不免惹
人厌烦。网友“Ming要努力”留言说：“我昨天早上起来发现
微信居然有好几百条未读消息，一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被朋
友拉进了一个类似微商卖东西的讨论群里，询问对方时他觉
得是在帮我认识更多的朋友，但我并不觉得通过这样半强迫
的方式可以认识什么朋友。”

关于微信带来的交际困扰，网络上相关评价很多，我们可
以这样总结：好友越加越多，很多都变成了“点赞之交”，更多
的变成了列表里沉默的名字，只会在需要你凑人头的时候才
出现，让人感受到了难以掩盖的功利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
此有些变质。

拉赞、投票与随意拉群惹人厌烦

“请你下次拨微信电话之前先询问
我，否则我拒绝接听。”这是我市一家企业的销
售员小王给同事发的一条文字微信。看似不
近人情的话语背后，是关于隐私边界的观念冲
突。微信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
是一个社交平台，由此衍生的微信社交礼仪已
是老生常谈。近年来，随着软件功能和社会环

境的变化，微信上的“礼仪”似乎有了更多、
更细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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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7月 20日电 已
退役5年的中国名将李娜20日晚
正式加入国际网球名人堂，成为
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获得这一殊
荣的选手。

今年 37 岁的李娜在其职业
网球生涯中曾创造多项亚洲第
一，如亚洲第一个进入大满贯单
打决赛的选手（2011年澳网）、亚
洲第一个夺取大满贯单打冠军的
选手（2011年法网）、亚洲第一个

两夺大满贯单打冠军的选手
（2011年法网和2014年澳网）、亚
洲第一个排名冲至世界第二的选
手（2014年2月）。2011年法网夺
冠无疑是李娜职业生涯的巅峰之
作，夺冠之路上李娜连续击败 4
名当时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冠
军成色十足。此外，李娜还夺得
过7个WTA分站赛冠军，并曾是
四大满贯赛事八强、四强的常客。
在入堂典礼上，已有两个孩子的

李娜回顾了自己从小开始打球的
一路坎坷与奋进，感谢了所有帮
助过她的人，特别用中文对中国
的球迷表示了感谢。

李娜动情地说：“能够加入名
人堂是对我网球生涯的一种肯
定，也是一种激励。今后我会继
续努力，为那些喜爱网球的人，特
别是年轻人做些事情。”

位于纽约以北罗德岛的国际
网球名人堂成立于 1954年，是一

个非营利性组织，每年都会吸收
一些历史上对网球事业做出过突
出贡献的人，他们的事迹会在名
人堂的博物馆中连续展出一年。

当日与李娜一起入堂的还有
当年叱咤风云的法国女球手皮尔
斯和第一个为俄罗斯夺得大满贯
赛事男单冠军的卡费尔尼科夫。
三人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获得过法
网和澳网单打冠军。他们是在今
年初从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李娜在球迷中的影响力之
强，是名人堂最为看重的。在入
堂典礼上，名人堂方面在介绍李
娜时反复强调两点，一是 2011年
法网女单决赛吸引了 1亿 1千 6
百万观众；二是伴随着李娜的成
长，中国的网球球迷数量从几百
万上升到几千万。

李娜在典礼举行前的新闻发
布会上被问到中国网球的发展时
说：“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我估计 5到 10年，中国将再次出
现大满贯的冠军！”

亚洲第一人！

李娜正式加入国际网球名人堂

李娜等3人一同入驻名人堂

没发新单曲、没出新专辑，
台湾歌手周杰伦 21日凌晨被大
陆粉丝推到“微博超话排行榜”
榜首，瞬间引爆此间娱乐话题。

事实上，该事件起因在于五
天前，一位网友 16 日在网上发
问，“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
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核
心问题就是周杰伦粉丝真有那
么多吗？

在大陆娱乐界，数据是粉丝
经济的“标配”产物，如超话、热
搜等排名就是“流量”的具象化
表现，意味着明星到底有多

“火”，做数据也成为一种“饭圈
文化”，粉丝为自家偶像转发微
博、冲热榜话题等。但众所周知

的是，虚拟数据中存在着巨大的
水分空间。

该网友问题一出，周杰伦的
粉丝们群起表示不同意，并集体
以实际行动开始了刷数据打榜
的“战斗”。

之所以称为“战斗”，是因为
在大陆网络中，类似微博超话这
样的打榜，有着一系列的操作规
程，例如签到、转发、领积分、捐
积分等步骤，而被誉为“顶级流
量”的男歌手蔡徐坤则常年位居
超话榜首，粉丝们对这一套流程
可谓驾轻就熟。

据蔡徐坤工作室公布的数
据显示，其粉丝微博数量已突破
数千万，其中 18 岁及以下粉丝

数量排名第一。而有数据显示，
63.85%的周杰伦粉丝年龄段位
于 25到 34岁，因此大批粉丝为
周杰伦打榜的画面，被网友戏谑
地称作“大型夕阳红团建现场”。

被戏称为“业余中老年周杰
伦夕阳红粉丝”VS“组织有序的
打榜专业户 iKun(蔡徐坤粉丝名
称)”的操作，从16号一直鏖战到
20号，周杰伦的超话排行一直名
列第二，直到 21日凌晨 0:30，周
杰伦的排行终于反超蔡徐坤，据
悉微博超话系统 21日凌晨还曾
因二人粉丝刷榜pk，一度宕机。

虽然是娱乐事件，但有网友
坦言，这不过是“天下苦流量久
矣”的一次舆论反扑。一众流量
明星在大陆娱乐界引发的话题
往往都跟演技奇差、薪酬畸高相
关联，而周杰伦所代表的实力派
明星则被新生网友认为没有数
据难称顶级。两派粉丝之间的
争夺，不仅双方之间存在着相当
的代沟，实际更凸显了粉丝选择
偶像时的价值观之差异。

周杰伦出道 20 年，不仅创
作了《简单爱》《双节棍》《青花
瓷》《稻香》等经典作品，伴随一
代人的成长，而且 2018 年初的
新歌《等你下课》发布后迅速刷
爆社交平台。事实证明，有实力
源源不断献出优质作品的明星，
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新娱）

周杰伦粉丝刷数据超流量登顶引网友关注

周杰伦（右）和蔡徐坤

新华社韩国光州 7月 21日
电 21 日上午，2019 年国际泳
联世界游泳锦标赛游泳比赛正
式揭幕，中国奥运冠军孙杨以3
分 42秒 44称雄男子 400米自由
泳，实现世锦赛该项目四连
冠。这也是本届世锦赛游泳首
金。

孙 杨 是 中 国 首 位 集 200
米、400米、800米和 1500米自
由泳世锦赛冠军于一身的“大
满贯”选手。本届世锦赛是孙
杨第七次征战，他战略性地放
弃 1500 米自由泳，主攻 200
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

孙杨在本届世锦赛的“第

一枪”是男子 400 米自由泳。
在上午的预赛里，孙杨以 3 分
44秒 10的成绩在所有参赛选手
里排名第一。季新杰以 3分 46
秒 34的成绩名列第八，同样跻
身决赛。

“教练跟我说了第一场比
赛会困难一些，因为每个人的
第一枪都很困难。应该说早上
预赛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我
需要有一个让自己在晚上决赛
里充满信心的成绩。”孙杨说。

当晚决赛，以预赛总成绩
第一晋级的孙杨依旧在熟悉的
第四泳道出战。前半程，孙杨
蓄力，霍顿、拉普赛斯等人先

后处在领先位置。
后半程，孙杨反超对手，

逐渐将领先优势拉开至半个身
位，并在最后 50 米奋力冲刺，
以 3分 42秒 44率先到边，该成
绩也刷新了其在今年国际泳联
冠军游泳系列赛广州站创造的
世界最好成绩3分42秒75。

阔别国际大赛已久的“小
叶子”叶诗文重出江湖。在女
子 200 米混合泳预赛里，叶诗
文暂时排在匈牙利的卫冕冠军
霍苏之后，位列第二。她的队
友余依婷排在第 16位，两人携
手晋级半决赛。

光州世锦赛游泳正式开赛

孙杨夺得男子400米自由泳四连冠

新华社马来西亚新山市 7月
21 日电 2019 年乒乓球 T2 钻石
赛马来西亚站 21日下午展开半
决赛争夺。中国队选手朱雨玲和
王曼昱会师女单决赛，樊振东将
争夺男单冠军。

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由朱雨玲
对阵日本选手加藤美优。加藤开
场后失误频频，朱雨玲正反手进
攻频频得手，以 11:6、11:3连下两
局。第三局开局，加藤美优提升
状态，一度取得领先，但朱雨玲并
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再胜两局，
轻松晋级决赛，比赛仅耗时23分
钟。

另一场半决赛由丁宁对阵队
友王曼昱，比赛相当精彩激烈，丁
宁抢开局战术执行坚决，以 11:8
取胜首局。第二局，王曼昱减少
失误，以11:6扳平比分。此后，双
方各取一局，比赛进入“FAST5”
模式，王曼昱最终以 4:3取胜，将
与朱雨玲争夺冠军。

男单半决赛，樊振东对阵许
昕，樊振东进入比赛状态很快，直
落4局轻松晋级决赛。樊振东赛
后说，许昕最近参加了很多场比
赛，感觉他有些疲劳。

另一场男单半决赛中，中国
台北小将林昀儒在对阵中国香港
选手黄镇廷的比赛中发挥出色，
以4:0轻取对手。

乒乓球T2钻石赛马来西亚站：

中国队锁定女单
冠军 樊振东男单
争冠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

中国女子接力队
获第三

新华社伦敦 7月 20日电 中
国女子接力队 20日在国际田联
钻石联赛伦敦站比赛中发挥出
色，勇夺4×100米接力第三名，这
也是中国女队连续第二年在伦敦
比赛中跻身前三。

女子接力是当天最后一个项
目，中国队由梁小静、葛曼棋、韦
永丽、孔令微组成。最后帮助牙
买加队以 0.01 秒的优势获得冠
军，英国队位居第二，中国队获得
第三。

圣迭戈漫展曝光了漫威首
部华人英雄电影《上气》官方片
名《上气与十戒传奇》和卡司阵
容，“上气”将由华裔加拿大演
员刘思慕出演，而梁朝伟将出
演“满大人”。据悉，该片导演
是德斯汀·克里顿，曾执导《少
年收容所》，好莱坞华韩混血歌
手兼演员奥卡菲娜（Awkwafi⁃
na）也将加盟。此外，漫展还公
布了影片定档 2021 年 2 月 12
日。

“上气”的角色设计灵感来
源于知名武术家李小龙。漫画
中，上气是中国反派傅满洲的
儿子，出生于湖南，母亲是白
人。他被父亲在偏远之地训
练，精通长棍、双截棍、剑等多
种武术，也曾加入复仇者联
盟。据称，电影将对他的故事
做当代改编，去掉一些漫画中
设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此前，据外媒爆料，漫威曾
为新电影《上气》挑选男主角，
该人选需要在 20至 29岁年龄
段，且拥有中国血统。《神奇女
侠 1984》的 编 剧 、美 籍 华 人
Dave Callaham 将为该片撰写
剧本，同时漫威也在积极接触
亚裔的制作班底。

（新娱）

梁朝伟加盟漫威
首部华人英雄电影
出演《上气》满大人

北京时间 7月 21日，漫威
影业主席凯文·费奇在圣迭戈
动漫展上宣布，《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全球票房在上周
末超越《阿凡达》创造的27.897
亿美元全球最高票房纪录，成
功登顶全球影史票房总冠军宝
座。

自 4月 24日上映以来，电
影《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
赢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曾
在中国、北美等打破多项地区
纪录及全球纪录，还曾获得“首
映周末全球票房最高电影”吉
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并超过《阿
凡达》创造全球影史首轮公映
票房最高纪录。（新娱）

超越《阿凡达》

《复联4》登顶全球
影史票房总冠军

任达华第二次手
术顺利完成

据港媒报道，艺人任达华
20 日在中山出席活动时被狂
徒袭击刺伤腹部，当晚回港入
院留医，昨天一早再由太太琦
琦陪伴进行第二次手术治疗。
英皇高层霍汶希表示手术顺利
完成：“报告一下给各位，华哥
今天情况，医院为他做了一些
跟进手术，使他康复得更好，手
术很顺利，现在华哥正在休
息。”

（新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