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我对微信上的朋友圈益发不大感兴趣
了。 原因是， 很多人的朋友圈成了 “会客厅”，
什么事都爱发无穷无尽的感慨。 还有的是没完没
了的炫耀。 比如， 今天吃了一条鱼， 明天买了一
件衣服， 后天上哪里看到一个美景， 都要晒出
来， 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前几年微信刚兴起时， 每次参加各类会议聚
餐时， 总会碰到一些人在餐前大喝一声： “别
动， 我先照一下发朋友圈” 的人。 如今， 微信早
已在国人中大普及， 没有微信的人似乎不多了。
因此朋友圈成为了公众喜闻乐见的社交平台。 本
以为，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朋友圈上 “嘚瑟” 的
人会少了一点， 殊不知， 抽空看一下朋友圈， 发
现很多人依然很是活跃。

很多人把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 “会客厅”，
每天在上面 “会见” 认识的、 不认识的， 总之，
在朋友圈上消耗的时间都在几个小时之上。 不看
朋友圈， 似乎就少点什么。 还有很多人， 把朋友
圈当做了自己的日记本。 每天都在上面发布自己
的各种见闻和感悟， 甚至对某些事、 某些人的看
法， 也随时呈现。 让人感到， 朋友圈成了这些人
的 “跑马圈地” 之后的一个自留地。

还有一些经济头脑发达的人， 把朋友圈当做
了自己的推销地， 每天都推销自己的物品。 曾有
一个在朋友圈上热衷推销物品的大学生美滋滋地
告诉我， 他在朋友圈上推销出去不少床罩。 看到
这个商机， 他准备再多增加一些投入， 赚他个盆
满钵满。 明年实施的 《电子商务法》， 能对朋友
圈代购做一些必要的限制呢？

当然， 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 一些朋友
圈上谣言满天飞， 今天有 “赶紧看： 常吃……会
致癌”， 转天又一个 “是这个人就都赞一个” 之
类的消息。

至今还没有一个机构统计出来， 全国的微信
朋友圈， 每天能发布多少条信息？ 而其中又有多
少是谣言或者是不实之词？

微信的崛起， 朋友圈的泛滥， 让更多的国人
每天魂不守舍， 生活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信息被
满是谣言和垃圾的信息所包围， 时间也被每日纵
情朋友圈所弄得支离破碎。 很多青少年学生， 每
天在朋友圈里不能自拔。 低头族遍地都是， 朋友
圈极大地削弱了国人的专注力， 还无情地透支了
国人宝贵的时间。

前两天和朋友一起说起朋友圈这个话题， 周
边的人都说已经不看朋友圈了， 因为太浪费时
间， 得到的信息都不真实， 还容易被一些谣言所
套牢。 我听后， 也若有所思。 是啊， 朋友圈本没
有问题， 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 太多的人失控，
而把朋友圈当做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所在， 成为了
炫耀摆阔、 牢骚满腹的信息垃圾地。

人生易短， 去日无多。 我们每天要干的事情
都太多。 而每天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发朋友圈、 看
朋友圈， 这种成本也是太大了。 面对异化了的朋
友圈， 还是谨慎为妙， 少看或不看。

洗脸刷牙时间精确到分
浙江一大学生作息表惊呆众人

最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出现了一位校园红
人， 他为了考研， 把生活作息精确到分钟， 因为
他姓车， 人称 “车神”。 每天从7点25分起床开
始， 到晚上23:10分睡觉， “车神” 的日程表上
满满当当安排得井然有序。 除了常规的学习规
划， 吃饭、 休息、 洗脸、 刷牙、 洗澡、 上厕所都
是被限制时间的。

点评： 相信自律的人都会有成功的未来。 祝
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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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泡面几十元
网红方便面店悄然现身昆明

■本期点评 博雅

铁路职工手绘漫画
记录工作的苦与乐

父亲于重庆坠江公交遇难
儿子悄悄落泪坚持救援

窗明几净， 淡然素雅。 墙面上总有一句或情
怀或远方的句子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声朗读出来。
没错， 这正是时下网红餐厅的标配。 你有没有
想过， 看似不起眼的泡面店也成了网红， 在昆明
的大街小巷出现。 “不就是方便面吗？ 一碗几十
元， 卖得出去吗？” 带着市民们的疑问， 记者走
访了一家 “泡面小食堂”。 在一面墙上挂式摆放
着可供食客选择的四五十种泡面， 这些面来自马
来西亚、 越南、 韩国等地， 还有噱头十足的 “跑
男同款” “限量” 等选择。

点评： 有多少网红店 “惊艳” 亮相， 又有多
少转瞬即逝？ 因为市场不会为噱头买单， 拼的还
是质量和服务。

考虑到环保问题， 10月31日起， 麦当劳将
在北京10家试点餐厅使用 “免吸管杯盖” 并不
主动提供吸管。 星巴克也在7月宣布， 2020年之
前全球所有分店禁用塑胶吸管， 同时公布不用吸
管的新杯盖设计。

点评： 支持， 为了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从点
滴开始。

“未佩戴安全帽、 防护绳等防护工具严禁登
高作业； 严禁在动车组上吸烟或在其他列车的禁
烟区域吸烟； 证件和现金应分开放， 挎包揽在视
线内； 看着行李进入安检机后再通过……” 一个
个工作细节都被一幅幅漫画描述了出来。 今年
25岁的吕吏颜是呼和通信段呼和G网车间的一名
工作人员， 因为平时的工作与安全脱离不了关
系， 所以她习惯用漫画来记录日常的工作经历。

点评： 幸福的源泉是热爱， 岗位总会因为热
爱而精彩。

10月28日， 重庆公交坠江， 重庆市万州蓝
天救援队赶到现场。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副队长周
小波的父亲也在这辆车里。 “他表面装作没事，
但很多队员看到他悄悄哭”。 周小波是教师， 也
是退伍军人， 曾参加过九寨沟地震、 东方之星沉
船等救援行动。

点评： 心碎！ 我知道你在说， “我救了很多
人， 却救不了你。”

麦当劳和星巴克
都不提供吸管了

□赵强

别让微信朋友圈
消耗了你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