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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南阳·回味2017
E周点评

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生态正

在日渐对线下生活显示出越来

越大的影响力。在刚过去不久

的罗振宇跨年演讲中，他提到一

个现象——因为生鲜配送的速

度，一线城市的部分家庭主妇考

虑家庭是否有购买冰箱的必要。

事实上，从家装公司一端来

看，“有想法”不一定立即转化为

实际行动。据尚品宅配数据显

示，在目前该公司的设计方案当

中，消费者还是会保留厨房的设

计，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去厨房

化的趋势。因为厨房作为一间房

子的标配生活空间，带有很强的

功能性，是其他空间不能取代的。

冰箱的存在必要性被互联

网大佬“点名”，厨房其实也存在

一定的“生存”危机。有人甚至

计算过，一线城市房价那么高，

白领真正下厨机会其实不多，以

外卖取代家里厨房的功能，干脆

把厨房改作其他功能。

电视柜是客厅的焦点，电视

柜以及电视墙的设计一向都是

客厅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移动

互联的出现以及娱乐终端的多

样化，在“80”“90”群体中，客厅

电视柜电视墙也出现存废与否

的讨论。

尚品宅配设计师何盈认为，

小户型的兴起，年轻消费者对于

家居空间的有效利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电视依然是家庭娱

乐的重心，但传统电视柜更多的

是装饰作用，在收纳和功能上有

所欠缺。而目前比较流行的“电

视柜+储物柜”的设计方案，既不
妨碍娱乐，也起到了收纳的

作用。

的确，家人一起下厨肯定是

温馨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三代同

堂的家庭，由于老人家喜欢看电

视，电视柜电视墙依然是这些家

庭的装修重点。

何盈认为，优秀的家具设

计，会按照用户的生活方式进行

设计，解决各人之需要。按“单

身青年-二人世界-孩子出生-望
子成龙-老有所乐”五个阶段的
家庭生命发展周期划分，不同阶

段家庭的居住需求、生活方式、

消费行为以及家庭成员生理、心

理的需求都有不同，她建议有必

要根据不同阶段对家居空间进

行针对性的设计。累累累7 （月侃)

冰箱、电视柜统统不要 行吗

事件：日前，一段“为测试逃

生产品质量，老板亲自吊绳下

21楼”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
中，男子从21层高楼上通过绳
索缓慢降落，大约2分钟后降落
至地面。据悉，这是一生产“空

降器”的公司老板为证明其公

司产品质量进行的试验，主要

是为用户做个示范，表明自己

的产品值得信赖。但律师指

出，该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若发生坠落，可能危害楼下人

的人身安全。

点评：从情理角度而言，如

此“作”的确是一种任性。一

则，自认为再万无一失的产品

和防护措施，也难免存在瑕疵，

亲自吊绳下21楼一旦有闪失，
就是生命惨剧，更有可能伤及

无辜；二则，由此引发的负面示

范效应更不容小觑，如果每个

厂家和销售商都如此“玩命”宣

传，势必会扰乱社会环境；三

则，如若买家买回去也如此做

实验，岂不是危险系数更大。

厂家理应靠诚信经营以及靠产

品资质来说话，而不是靠“玩

命”来试验。

为卖产品玩命示范

事件：小米生态链企业“绿

米”日前宣布完成过亿元B轮融
资。据了解，新一轮融资由凯辉

基金领投、澜亭资本跟投。完成

本轮融资后，绿米将重点发力智

能家居渠道模式创新，同时也将

开拓AI技术在智能家居产品的
应用。

点评：在物联网得以快速发展

的潮流之下，智能家居大有可为。

居然之家联姻集美家居

事件：日前，艾佳生活生态

大会暨第 8届新星星艺术节
颁奖盛典在南京举行。在活

动现场，艾佳生活 CEO潘定国
发布了亿元置家保障金服务，

并表示未来将让每一位选择

艾佳生活的用户在置家过程

中权益不受损失，享受无忧

服务。

点评：成就美好生活，需要

从多个方面入手，金融服务确实

很关键。累累累9 （马庆科）

“艾佳生活”发布亿元置家服务

本报记者 冉园园

人 物：Camilo
音 译：卡米罗

国 籍：古巴

职 业：南阳师院特聘外籍专家

Camilo来自加勒比海西北部岛
国——古巴，他是南阳师院刚刚招聘

来的科研教授，也是此次采访对象中

唯一一位高级外国专家。

去年10月12日，卡米罗来到南
阳。他的英语说得极好，汉语只能听

懂“你好、中国”等简单词语。虽然来

到这里只有3个月，但他觉得自己好
像很久以前就来过这里似的，总有一

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首先吸引他的，是南阳干净整洁

的街道和环境优美的学校。“这里的

人很多，车也很多。”他说古巴首都哈

瓦那的人口只有南阳的十分之一，那

里没有这么热闹。虽然南阳不像上

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那么国际化，

但是这里发展得也很好，高楼大厦栉

比鳞次，商业中心人流很大，人们的

穿着打扮都很时尚，根本无法想象这

只是中国的一个地级市。

他说南阳的整体治安不错，走

在街上有安全感。火车站、汽车站的

安检措施比古巴严格不少。南阳有着

和哈瓦那相似的生活节奏、学术氛

围、娱乐方式，不少地方甚至更加便

捷。比如，公交汽车和滴滴打车都很

便捷，移动支付也早已成了每日必

备，出门不用带那么多现金，买什么

刷一下就行，真的很方便。

古巴是一个爱好享受一切快乐

的国家，对于各种美食的追求和喜

爱亦是如此。当他在学校吃过南阳

的地方美食蒸面条后，就对南阳的

其他美食产生了浓厚兴趣。来南阳

短短3个月，他已尝过唐河牛肉、镇
平烧鸡、方城烩面以及白河边的浆

面条等不少美食，“对了，还有火

锅，南阳不是有个大汉王朝肥牛火

锅吗，朋友带我去吃过。”他兴奋地

补充道。

卡米罗认为，了解一座城市，既

要用眼看，用耳听，还要用脚去丈

量。所以他的日常爱好就是散步。

没事儿的时候，他会坐上24路公交
车，从师院西区的公交站点上车，一

路慢慢欣赏街道和房屋，然后在风景

秀美的白河岸边下车，开始静静散

步，什么都不想，让自己沉醉于优美

的河景灯影中……累累累7
右图：Camilo在白河台地散步

“最喜在白河台地散步”

本报讯 （记者马庆科 通讯员来

小可）截至1月15日，我市“12315”指
挥中心共计开通11条接听热线，人工
服务开通时间是上午8:30—12:00，秋
冬季下午时间为2:30-5:30，春夏季3:
00-6:00，工作日、节假日正常接听。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提

升、维权意识的增强，12315热线已成
为解决消费纠纷、民生问题的重要渠

道，热线投诉量逐年增多。进入2018
年以来，我市“12315”平均每天的接听
量都在100件以上。

消费者一定要学会正确拨打

“12315”热线：拨打 12315电话后，要
耐心听清提示音“热线已接通，拨打南

阳市工商局请按1号键，拨打邓州市
工商局请按2号键”，然后根据提示正
确选择按键，否则将影响消费者的投

诉及处理效果。

据统计，2017年，该中心共计受理
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23760件，其
中咨询类电话18955件、投诉类4097
件、举报类708件，办结率达98.7%，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0余万元。

转锦鲤
是常见的社交网络现象，也

就是希望通过转发锦鲤图片求好

运，锦鲤本是富贵有余的象征，被

一些博主拿来当噱头以获得转发

量，而很多网友真的希望借此得

好运，使其变成了一种现代网络

迷信。

顺序枷锁
是指一些销售或者美食博主

在介绍商品或常识时，坚持按照

一定固定顺序的现象，这些顺序

理论就像是枷锁禁锢着人的

思维。

表情包迎新
在欢迎新人入职时在社交群

发表情图，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新

人了解其他同事的性格。累累累9
（综合）

E周新词

微胖界
美食与美丽兼得

在胖子和瘦子之间，有一个群体，叫作

微胖界。我自己是微胖界的一员，我估计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也是微胖界的一员，

因为这个群体实在太庞大了。

对微胖界的人，人们总是抱着一种恨

铁不成钢的感情，我们提起自己的时候，也

往往用半是遗憾半是惭愧的语气，给网友发

张照片还要说一句：“不好意思，微胖界的。”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踏入微胖界的

呢？其实这是发育蹿个儿的结果。他们一

会儿管我叫“模子大”，一会儿说我“身材中

等”，现在他们终于决定了，管我叫“微胖界

的”。我想了又想，我们不减肥，是因为我

们是完美主义者。

假设一个胖子、一个瘦子和一个微胖

界的一起坐在咖啡厅里，胖子肯定会要一

杯全脂卡布奇诺外加一份奶油，搭配三个

马卡龙和一块芝士蛋糕。瘦子肯定会面带

礼貌而挑剔的微笑对服务员这样说道：“请

给我一杯拿铁，不加糖，用脱脂奶，谢谢。

再来一个火腿三明治，不要火腿，不要蛋黄

酱，谢谢。”然后被笑容僵硬的服务员腹诽

而死。

微胖界的呢，她也会要一杯无糖拿铁，

但是用全脂奶，因为少了那一点点油，咖啡

就不会像丝绸。她也要一个马卡龙，樱花

口味的，那罗曼蒂克的粉红色，没人舍得大

口吃它。微胖界的左手边坐着大快朵颐后

正在后悔的胖子，右手边坐着明显无滋无

味还要强颜欢笑的瘦子，她抿一口咖啡就

一口马卡龙，享受美味和卡路里握手言和

的战果。

看出来了吗？我们之所以成为微胖界

的，是因为我们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美食与

美丽，我们哪一样也不想放弃。与走任何

一个极端相比，我们选择了一手抓有所控

制的美食，一手抓有所妥协的美丽这不是

完美主义是什么？

除了为自身考虑的完美主义，我们微

胖界的还是为他人考虑的人际关系完美主

义者。这个世界上最扫兴的事情是什么？

莫过于兴致勃勃地打算大吃一顿的时候，

身边的人宣布自己正在减肥，任凭你怎么

点菜都无法调动她的热情，而且在你每吞

下一口食物的时候报出一个卡路里数字。

微胖界的就不会这样，我们不是强迫症患

者，对偶尔的放纵接受良好。

说来说去，我们微胖界的，一脚踩在胖

子的分界线上，一脚踏在瘦子的大门前，我

们之所以停在这里，没有向左或者向右再

迈进一步，是因为我们追求完美的平衡。

是我们对自己、对生活、对大家的爱，让我

们留在了微胖界。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

一个微胖界的人，请一定珍惜。累累累7
（写意）

事件：随着春运的临近，网

上抢票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一

票难求可以说是现在的真实写

照。一般来说，网上购票都是通

过12306官方App，但是繁琐的
验证码经常是让很多用户与车

票擦肩而过。不过，这一情况在

今年将会有所改观。据中国铁

路总公司消息，今年春运网络购

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被压缩

到15%以下。
点评：想起前几年购票时，

找花了眼也没分辨清楚的图形

验证码，不由大大松了口气。网

购火车票本为方便旅客，不能因

为打击黄牛购票，而降低用户体

验舒适度。累累累7
（园园）

网上抢票更“容易”

井然有序的“12315”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摄

每年年初的（国际消费类电

子产品展览会）都是全球各种新

技术集中亮相的时候。这里小编

为大家收罗了本次CES展会上亮
相的稀奇古怪产品，它们未必都

能最后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人类

的脑洞真的不得不佩服。

机器狗

索尼在CES2018发布了新版
Aibo机器狗，比起2000年的版本，
新一代Aibo机器狗在人工智能的
驱动下，其表情更加丰富，除了卖

萌还有多种表情动作进行交互。

索尼表示，如果倾注感情，它就会

亲近人。

手机检测皮肤

美国皮肤护理品牌 Neutro�
gena(露得清)公布了一款能够对
使用者的皮肤进行分析，并给出

个人化护肤建议的手机外接设

备。只需要连接到iPhone上，再
安 装 上 配 套 的 移 动 端 应 用

Skin360，便可以让用户对自己的
皮肤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体感服

Teslasuit体感服是VR体验的
一款触感新配件，它集成了多个

传感器，结合微弱电脉冲信号能

模拟出各种不同的感觉，比如在

VR中拥抱、被子弹射中、沙漠里
烈日当头的感觉等真实体验。

智能指甲贴片

美妆品牌推出比指甲更小的

UV Sense指甲贴片，仅 2mm厚、
9mm大，内有接收天线、感应器及
NFC等零件，可直接与iPhone或An�
droid手机进行连接，透过其能监测
日照、紫外线及用户的运动数据。

卷轴式电视

LG在 CES上展示了一款 65
英寸OLED卷轴式电视原型，这意
味着它的屏幕可以像幻灯片幕布

那样卷起来收纳，为家里腾出了

更多的空间。当然，现在它毕竟

是原型阶段，能否量产还不一定。

陪伴机器人

这款名为Buddy的陪伴机器
人，以其呆萌的造型赢得到了很

多人的关注。它能够检测、识别

和追踪物体或人脸，并能够配合

头部运动进行听、说、看功能，陪

伴老人、小孩再好不过了。

智能跟随旅行箱
这款90分智能跟随旅行箱出

现在了本次CES润米科技的展台
上，该产品内置了Segway特殊定制
的跟随芯片，通过精准的军工级无

线电定位技术和专用的多功能遥

控器，可以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箱体

自动跟随。其正式版预计将于

2018年下半年量产上市。累累累7

陪伴机器人

机器狗

手机检测皮肤

指甲贴片

体感服
卷轴式电视

事件：近日，德国联邦网络

管制局宣布将在德国全面禁售

儿童智能手表。网络管制局的

理由是这些手表中的大部分可

以在后台开启监听以及录音功

能，而当地法律禁止在未经被录

音人员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这种

操作。在不久前，欧盟消费者委

员会也称儿童智能手表的安全

系数太低，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

目标。

点评：笔者了解到，我市目

前很多中小学都禁止孩子佩戴

电话手表，原因之一是出于学校

的管理需要，校方认为电话手表

容易分散孩子注意力，且成为炫

富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最近这段

时间关于“电话手表”的一些负面

新闻。电话手表真的存在问题，

这尴尬就大了，只是学校不允许

佩戴，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正

如一些家长质疑的那样：不允许

佩戴，为何允许生产？既然“电话

手表”是合法的产品，那就不应该

存在问题。既然存在问题，那就

应该从源头上禁止生产。

德国禁售电话手表

事件：1月11日，工信部在
京召开“电子信息产业标准推动

会暨中国信息技术服务年会”，

披露2017年1至11月我国软件
核心技术服务业规模达到4.9万
亿元，增速为 14.9%，实现了高
速增长。同期，我国智能手机产

量超过13亿部。
点评：我国的制造业中，目

前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就是智能

手机制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电

子信息产业已然走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需求仍然

很大。

我国智能手机年产超13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