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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是我重要的信息接
收与发布平台，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刷刷”朋友圈里的新
内容。在朋友圈看到许久不见
或是相隔很远的朋友的动态
时，我会很开心，会给他点
赞、评论，叙叙感情。除了关
注朋友圈动态，我差不多每天
都会发一条朋友圈，所发的内
容不仅包括自己关注的新闻和
喜欢的文章，还包括自己的生
活经历和感受。

去年 9 月 23 日，我一天之
内发了11条朋友圈，内容包括

“新闻信息”“专业文章”“记录
生活” 三类。其中“新闻信
息”是学校里的社团活动预
告，“专业文章”是转发的新闻
学专业方面的文章，“记录生活”
是我的理发经历和观看烟台大剧
院 《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的
图文直播，后者也是全天的重头
戏，总共发了7条。前两类获得
的点赞、评论比较少，最后一类
获得的点赞、评论比较多，其中
动态里配有本人近照的那一条反

响更为突出。
可能跟我所学的新闻学专

业有关系，我对自己手上的传
播媒介格外重视，朋友圈已成
为我分享生活、传播感想的重
要阵地。越来越便利的传播条
件让我的生活体验不仅停留在
现场，而且通过朋友圈传播到
了更广更远的地方，从而增加
了自己生活体验的快感。

在朋友圈里分享传播，我
也有自己的心得。过于情绪化
的表述会让朋友圈里的人感到
不适，因此要避免情绪的“狂
轰乱炸”，而情景带入式的表述
更具吸引力。比如我自己的一
条“肚子叽里咕噜，大便汤汤水
水”的朋友圈，内容不直接表达
自己的“肚子疼、跑肚难受”，而
是用形象的声音、画面传达。朋
友的评论也保持在同一频率，“这
是一条有声音和味道的朋友圈”。

我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就
像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我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热
诚地向外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朋友问我：你会关闭朋友
圈吗？我回答，不会关闭朋友
圈，因为朋友圈里还有你——
那些传播正能量和努力、精进
的人。

从 15年前做销售开始，通
讯录的长度就呈几何数量增
长。

在 大 家 开 始 使 用 微 信 之
前，一度很多像我这样辛苦的
销售员需要每天用将近 10 个
小时的手机，把自己的耳朵挂
在手机上。阳光之下，不是接
听电话聆听客户的抱怨和咆
哮，就是喋喋不休地在潜在客
户那里献殷勤，不停寻找除见
面之外，再次同频的机会。

于是，安静的世界被无情
地打断了。

后来，有了 QQ。再后来，
有了微信朋友圈。突然发现，我
和朋友、客户、事业潜在合作伙
伴、投资人的关系突然变得如此
之近，而且电话越来越少，工作
效率却快速提高。

世界各地的朋友，即使很
多年没见面，但只要加了微
信，彼此就可以知道对方昨天
去了云南的阳光里，也可以和
他一起沉浸在一首歌声里。世
界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小如此热
闹。

你与新朋友可以在第一次
见面之后，加个微信。然后相
望于江湖，彼此通过各自的
朋友圈寻找共同的频率和沟
通 的 契 机 。 一 旦 达 成 同 频 ，
接下来成为朋友乃至至交的沟
通成本快速下降。所有人都可
以通过微信找到我，通过留言
和我沟通，我也可以根据每个
人在他朋友圈的表现，清楚地
知道彼此之间能再次沟通合作
的概率。

不仅如此，通过在朋友圈
里留下那些传播正能力、知识
和时刻保持进取心的人，我的
朋友圈的整体素质在提升。因
为你们的存在，世界变得温暖
安静，越来越美好。

你会关闭朋友圈吗你会关闭朋友圈吗？？

最近流行关闭朋友圈最近流行关闭朋友圈。。无意中打开某个朋友的主页无意中打开某个朋友的主页，，只看到一张精美的朋友圈封面图赫然出只看到一张精美的朋友圈封面图赫然出
现在面前现在面前，，下面一句下面一句1010字字““真言真言”：”：该朋友暂未开启朋友圈该朋友暂未开启朋友圈。。接下来的情节是接下来的情节是，，很多关闭朋友圈很多关闭朋友圈
的人因此被亲朋好友兴师问罪而百口莫辩的人因此被亲朋好友兴师问罪而百口莫辩，，最终在压力之下不得不重启朋友圈最终在压力之下不得不重启朋友圈，，还要先发一条说还要先发一条说
明情况以求原谅明情况以求原谅。。还有人关了朋友圈没几天还有人关了朋友圈没几天，，就忍不住重新打开就忍不住重新打开，，默默潜水点赞默默潜水点赞。。

一个典型中国人的社交生活一个典型中国人的社交生活，，由无数圈子组成由无数圈子组成。。朋友圈完美地复制和放大了现实中的熟人社朋友圈完美地复制和放大了现实中的熟人社
区区。。然而然而，，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越来越厌恶熟人关系的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越来越厌恶熟人关系的2424小时小时““绑架绑架”。”。腾讯腾讯20162016年的一项调查年的一项调查
指出指出，“，“9595后后””最常用的社交工具是最常用的社交工具是QQQQ，，而微信的用户大多是成年人而微信的用户大多是成年人。“。“9595后后””认为认为，，微信就像微信就像
是是““一个气氛尴尬的家庭派对一个气氛尴尬的家庭派对”，”，但是但是““又不能真的走开又不能真的走开”。”。据据《“《“9595后后””新生代社交网络喜好报新生代社交网络喜好报
告告》》显示显示，，高达高达4848..22%%的的““9595后后””会屏蔽自己的父母会屏蔽自己的父母。。

豆瓣用户豆瓣用户““三鲜三鲜””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微信朋友圈越来越有那么点儿情感绑架的味道微信朋友圈越来越有那么点儿情感绑架的味道，，哪个哪个
朋友生个娃你忘记给点赞朋友生个娃你忘记给点赞，，没准就暗暗结下了梁子没准就暗暗结下了梁子。。就像若干年前就像若干年前QQQQ给人带来的社交压力给人带来的社交压力，，隐隐
身容易得罪人身容易得罪人，，不隐身又受不了别人的烦不隐身又受不了别人的烦，，似乎只能一关了之了……似乎只能一关了之了……

新 闻 回 放

微信朋友圈结构并不复杂，但
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也是一个大千
世界。相对于微博这种传播广泛的
大众新媒体，朋友圈属于小众。但
是，大到世界风云变幻，小到每日
喜怒哀乐，人们都可以在朋友圈尽
情地表达或抒发，“小”中见大。

对于传谣者，我会提出忠告；
对 于 在 朋 友 圈 里 骂 人 者 “ 斩 无
赦”。至于朋友圈里的广告，我可
以一滑而过，不那么反感，因为我
本人也发过广告。

与那些朋友圈里辛劳的“小蜜
蜂”比较，我慵懒许多，发得少，
但每天翻看微信时，还是会关注朋
友圈，基本属于浅阅读，也会与亲
朋好友在朋友圈里互动。使用微信
几年了，我微信通讯录有 300 多

人，常发朋友圈的也就那几十个
人。我只对 4 个朋友采取了措施，
即忠告、屏蔽或删除。你有你发布
的权利，我有看或不看的权利。

大约一年前，一经商朋友发布
的一个类似疫情的谣言。稍有头脑
的人便可知这是谣言，但她仍然继
续传播。我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在
微信对话框里对她提出了忠告。不

知道她是否有不满情绪，但她真的
没再发此类信息。一男性朋友每次
带着儿子或女儿出游，发朋友圈无
视他人感受地“霸”屏，即一张图
片占据一个屏幕，并且连续几十
张。实在难以忍受的我，只好对他
的朋友圈给予屏蔽。朋友仍然是朋
友，仍可微信联系，但无法忍受被

“情感绑架”，只好无视。另一女性

朋友形象实在不敢恭维，但每天执
迷不悟、自我感觉“优秀”地在朋
友圈晒自己的的大头照，我为了心
情好些，也只好忍痛屏蔽，敬而远
之。

还有一女性朋友，是通过群友
加成好友的，我与其并不熟悉，平
时沟通得也不多，但有次发现她在
朋友圈里无任何原由地骂大街。我
果断地直接在通讯录里将其删除。

尽管在朋友圈里发布信息是每
个个体的权利，但我不想让我的朋
友圈为骂大街提供平台。无论如
何，朋友圈都是一个新型媒介，有
话好好说，要照顾别人的观感。我
们需要共同维护好这一媒介平台，
使其更好地发挥团结、沟通、增进
友情的功能。

坚 决 不 关 派

█ 费 燕 北京 创业者█ 费 燕 北京 创业者

绝不关闭朋友圈

█ 凌 波 烟台大学新闻学专业大四学生█ 凌 波 烟台大学新闻学专业大四学生

自己生活的“发言人”自己生活的“发言人”

█ 鲍文锋 辽宁大连 媒体人

屏蔽三种人的朋友圈

部 分 关 闭 派

坚 决 关 闭 派

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

█ 白祁杰 西部战区某部 下士

现在部队管理很人性化，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遵章守
纪的前提下，官兵可以自由使
用智能手机。

身为一名“95 后”，跟同
龄人一样，我最初也常常在朋
友圈晒心情状态，晒日常生
活，晒自拍或美食图片，转发
各种“鸡汤”文，爆料娱乐八
卦，而且每天必发十来条，以
刷“存在感”。

随着学习生活日渐紧张，
我渐渐有些不大想发朋友圈
了。翻看自己之前的朋友圈内
容，无聊文字、噱头话题、自
拍丑照和吃货形象居多。其实
我也清楚，有的微友早已屏蔽
不看我的朋友圈，避免视觉和
思维被污染，极个别人甚至一

气之下把我删除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后入伍

参军，痛定思痛，就把之前在
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全部清空了。

但是渐渐地，我又被另一
个问题所困扰：虽然我在朋友
圈里没有发布任何内容，但每
打开微信，朋友圈里就会喷涌
而出数十条微友们原创和分享
的内容，依然是各种八卦新
闻、各种自拍和生活秀图片，
还有帮人拉票刷访问量，更有
各类自我广告推销以及赞助商
的广告推销……应接不暇，让
人心烦。

入伍前，我是一家健身俱
乐部的会员，一直跟几个教练
和健康顾问有微信联系。我私
下跟他们关系甚好，但他们的

朋友圈日常内容大多是日常训
练和健身房的各种商业活动，
千篇一律。于是我只保留了一
个教练的朋友圈资格，把其他
几位都屏蔽了。

有一次，一健康顾问在对
话框发来一家新开快餐店的链
接，请我转发到朋友圈。截图
给她后，她居然给我发来一个
微信红包。我顿觉无语，于是
婉言拒绝。没想到好几周她都
对我耿耿于怀。

对此，我自己倒很坦然：
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是起码的
交友之道，同时更应该保持自
己健康有序的生活秩序。这就
是我对微信朋友圈的态度：我
不打扰你，你也别来烦我。

黄自宏整理
新华社发

山东卫视第二季《花漾梦工厂》在为观众呈现华美刺激的视觉享受

的同时，明星艺人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并通过挖掘、呈现达人技艺，借由

明星的示范作用，促进传统文化、民间技艺的创新性发展，激发出一档综

艺节目所能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挑战与突破 明星价值的重新定义

山东卫视第二季《花漾梦工厂》邀明星拜师民间达人，用七天时间学

习一项才艺。在“七天，颠覆你的想象”的核心理念中，明星们克服心理

恐惧，挑战身体极限，带给观众精神上的力量。

节目中，三位奥运冠军同台亮相，田亮、刘璇、何雯娜将“不放弃、不

服输、不认输”的奥运精神带到“梦工厂”的舞台上；何洁、伊一、沙宝亮、

钟丽缇、张伦硕、小甜甜等明星则用自己的努力诠释着“梦工厂”的精

神。“人不是因为看到希望去努力，努力了才能看到希望”“给我这七天，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次次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地突破自我、

战胜自我，打破舒适区去到一个未知领域，发掘、挑战自己的潜能，收获

丰厚的人生阅历。

《花漾梦工厂2》中的明星学员实实在在地付出汗水，与内心的恐惧

和身体的伤痛对抗，身体力行地诠释了精神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明星的

价值。

挖掘与放大 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

在第二季《花漾梦工厂》的舞台上，明星们披荆斩棘、挑战自我、突破

极限，同时也以特别的方式给我国的传统民间技艺一个展示的机会。沙

宝亮挑战的高空绸吊属于中国传统杂技的一种，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柔

术，半决赛中挑战的嘉兴掼牛，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伦硕挑战

的水袖舞是中国京剧的特技之一，包含了戏曲和舞蹈的成分，别具美

感。《花漾梦工厂》在达人项目的选择上，并非一味追求弹眼落睛、惊险刺

激的综艺效果，而是更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技艺的挖掘。

沙宝亮在学习掼牛技艺的过程中，屡屡受伤却坚持不放弃，只因想

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这项非遗技艺。高空秋千的达人老师感慨因项目

难度太高，练的人已越来越少，刘璇克服恐惧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做出

最好的表率。《花漾梦工厂》以明星身体力行的挑战为示范，让濒临失传

的传统技艺重回舞台，再放光彩，更让这些传统文化在活态传承中，焕发

出新的生机，释放了一档综艺节目应当承担起的文化责任。

《花漾梦工厂2》明星挑战自我 传统文化重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