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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初一大波智能手机新品
袭来，身边的很多败家朋友都进行
了更新换代，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关
于更换下来的手机怎样处理的一堆
问题。每当收到这样的倾诉，浮现
在脑海中的基本是给父母用、当备
机、专职MP3等诸如此类比较常见
的解决方案。但除此之外，淘汰的
手机就不能发挥它们的余热吗？

卖不了高价二手手机成鸡肋

家住万家湾的 Mick 是一名数
码爱好者，只要一有新款手机上市，
Mick总是第一时间购买，可被淘汰
下来的手机要么就是送人，要么就
是放在家里闲置了。当记者问他为
何不把手机卖了变现时，Mick告诉
记者，数码产品一旦卖出去了，它就
已经贬值了，就算卖出去也基本上
是半卖半送，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

记者来到太升路的一个收二手
手机的摊位，记者拿出去年 6088元
购买的 iPhone6 Plus，商家接过手机
仔细看了看，“你这个手机成色还不
错，要是没有修过的话，可以给你出
2000 元左右，这已经很不错了，你
卖不卖？”果然如Mick所说，二手手

机即使是成色较好也很难卖出高
价，看来大家不把淘汰的手机折现
是有原因的。

打造智能家居焕发手机第二春

那么被淘汰下手机就真的一无
是处吗？当然不是。虽然淘汰下来
的手机有些过时，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它们已经无法胜任任何新工作。
这个只有手掌大小的机器里面塞满
了各种传感器，只要合理利用，也能
发挥出大作用。

智能小达人Bob在处理二手手
机上颇有心得，“我的行车记录仪就
是用淘汰的小米手机改造的，只需
要下载一款行车记录仪软件就行
了。”原来，Bob利用手机APP，将淘
汰的手机改造成行车记录仪、家庭网
络摄像头，甚至是WIFI发射器，淘汰
的手机在APP的帮助下就能变成一
部功能强大的智能硬件。“手机本身
具有多种功能，只要加以改造，淘汰
的手机也能发挥出余热。”Bob还告
诉记者，现在手机里面有太多的隐
私，特别是安卓手机内部资料不容易
清理干净，一旦关键信息被非法分子
利用，会因小失大。 （谢博报道）

临海古都镰仓，顺
山而成的小镇，不起眼
的角落里生活着香田家
四姐妹。她们的父亲早
年和情人离家出走，母
亲则干脆将女儿们抛给
了外婆照顾。外婆去世
后，外孙女们继承了这
栋有着悠久历史的大房
子。过早担负起家庭重
任的大姐香田幸，尽心
尽力照顾着两个妹妹佳
乃、千佳健康成长。这
一天，父亲去世的消息
传到姐妹手中。她们结
伴而行参加了父亲的葬
礼，并且结识了从未谋
面的异母妹妹浅野铃。
许 是 血 缘 中 的 亲 近 之
感，幸在临行前邀请铃
搬来镰仓同住。四季流转，姐妹们
的故事悄然上演……有死亡，有别
离，有苦乐参半的记忆，它每时每刻

都在提醒着你，这不是电影，而是真
实的故事。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日本
导演是枝裕和可以拍出这么细腻美
好的家庭剧了。 （谢博报道）

“我们班现在是未来
班，上课都是用的智能平板，
完全不用带课本，特别方便！”
对于在泡桐树西区上五年级
的达达来说，他并不能准确解
释明白什么是智能化的科技，
但那些智能产品在他看来却
都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个智
能手表，我们班上同学基本上
人手一个。”达达指着自己手
上的一块手表电话告诉记者。

据达达的爸爸介绍，其实
买智能手表主要是担心孩子
的安全，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家长能够通过手机进行实时
定位，随时了解孩子的情况。
达达爸还告诉记者，这些东西

是必要的投资，毕竟谁也不敢
拿孩子的安全开玩笑。据相
关数据统计，近几年儿童智能
硬件的推出，大大减少了儿童
走失、被拐的可能。

四个年代，四种观点，四种
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
于阿尔法在围棋桌上锐不可当
的态势，真正令人忌惮的是阿
尔法表现出的超人智力，让不
少人担心有一天人类被机器统
治的未来。但是，人们在听到
手机叮咚召唤后会立即放下所
有的事去刷朋友圈，GPS 把人
带到沟里的消息也早已不是新
闻，原来，机器统治人这件事早
已发生了。 （谢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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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韩国围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围棋”展开的五番“人机大战”，最终以阿尔法围棋
胜利落下帷幕。多年以来，围棋被称作“人类智慧的最后一块高地”，也是科学界尚未攻克的一
个大敌，此次人工智能的胜利，更是将“人类PK人工智能”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么科技是否
真的会超越人类的智慧？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联想和思考。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正在无

时无刻影响着我们，那么面对不同的年龄段，他们对智能生活的理解又是怎
样的感受？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落伍
的，支付宝、微信抢红包都是在
家人朋友的带动下才开始使用
的。刚开始接触有点抵触，觉得
不安全，但是现在用起来还挺方
便的。”老刘是一名在青羊区国
企上班的七零后，按照他的话
说，自己这一代是被科技改变最
少的一代，但也是感受最深的一
代。“几年前电子设备还没那么
发达的时候，我经常往图书馆
跑，书就一直没停过，但是书拿
着还是挺重的，多少有些不方
便。后来朋友送了我一部电子
书，确实方便了不少，它不仅减

少了我背包的重量，还能根据我
的喜好自动推送适合我的书籍，
这果然是个大数据时代啊！”老
刘拿着自己手上的 Kindle（电子
书)，笑着对记者说。

正如老刘说的一样，智能化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谁也不能够
避免，那些声称“诺基亚威武”的
诺粉也开始偷偷用上了苹果，那
些声称互联金融不安全的人，也
开始通过网络购买各种理财产
品。时代在发展，不能要求每一
个人都跟上时代的潮流，但社会
终究是向前发展的，总会有那么
一群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小兵是80后，现在从事的是
互联网行业，他说他喜欢互联网
的工作环境，“我现在从事智能
硬件的研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情让我觉得每天都活得很自
在。”正如小兵所说，从事互联网

行业让他在爱好和事业
找到了一个平衡，而智能
生活也给予了他许多的

关怀。“我们这里规
定一周工作 40 个
钟，有一天晚上我

加班整理文件，到 10 点时，电脑
系统提醒我工作时间超时，并跳
出一句话‘家是更需要你的地方
’，顿时觉得很暖心，然后系统就
自动关机了。”说到这里，小兵告
诉记者，有时候人工智能也体现
着它“人性”的一面，让他觉得心
里暖暖的。

在小兵看来，赋予机器“智
能”，也能让这些冷冰冰的机器
充满着人情味，它同样也能成为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助推器。

上周末，MOMO 和
闺密逛街，在一家服装店看中
了一件呢子大衣，虽然很心动
但一看价格有点贵，赶紧找了
个借口，“今天钱没带够，下次
再来”。放在以前，MOMO 一
点也不尴尬就能顺利搪塞过
去，可是，这次老板说：“你有微
信或支付宝吗？可以转给我。”
MOMO 的经历虽然听上去像
个笑话，但也折射出移动支付渗
透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

改变着人们的支付习惯。吃饭
打开大众点评 APP 挑餐馆、订
座、买单；打车打开滴滴出行
APP，呼叫快车、专车；逛超市打
开支付宝结账……“我现在出门
基本都不带现金了，因为基本都
能手机支付了。”MOMO 还告
诉记者，自己早已开启了“无钱
包”时代了。以前出门会带三样
东西：手机、钱包、钥匙，而现在
出门只用带手机，唯一担心的就
是手机没电。”

我总是被科技推着走
分享人：老刘 70后

感受

科技帮助我养家糊口
分享人：小兵 80后

感受

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手机
分享人：MOMO 90后

感受

科技就是酷
分享人：达达 00后

感受

海街日记

光影汇
网友短评：

@米粒：电影
始于葬礼，终于葬
礼，却感觉不到悲
伤，如绫濑遥的笑
容，安定又给人希
望。剧作为了面
面俱到，说得很

“圆”，所以可能有
点刻意。

@我是大皮
哥：“有些电影惊
心动魄是在提醒
你它是部电影，而
有些电影平平淡
淡是在告诉你这
是生活。”

淘汰手机是鸡肋还是宝贝？

*种类：春茶主要以芽茶为主，
以绿茶为多，西湖龙井、碧螺春、竹
叶青、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庐山云
雾、信阳毛尖等都有春茶。安溪铁
观音则是乌龙茶春茶的代表。

*品质：春茶，特别是早期的春
茶，往往是一年中绿茶中品质最佳
的。另外，春茶品质的好坏，主要
决定于冬天的长短，越冬期越长，
茶质越高。

*功效:春茶由于茶树营养物质
丰富，故而叶肉肥厚，芳香物质和
维生素含量较高，滋味鲜爽，香气
强烈，外形条索紧结重实。通常绿
茶色泽绿润，红茶乌润，品质较
好。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
加上茶树经过了半年冬季的休养
生息，使得春季茶芽肥硕，色泽翠
绿，叶质柔软，且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特别是氨基酸。不但使春茶滋
味鲜活且香气宜人富有保健作用。

*小贴士：春茶属于新茶，就是
当年春季从茶树上采摘的头几批
鲜叶加工而成的茶叶。据有关人
士介绍，从营养角度讲，新茶中的
咖啡因、活性生物碱以及多种芳香
物含量较高，易使人的神经系统兴
奋，对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有不良影响。另外，新茶中不经
氧化的多酚类物质和醛类物质含
量较多，对胃肠黏膜有强烈的刺激
作用，胃肠功能差的人，特别是慢
性胃肠道炎症患者，喝新茶易引起
胃痛、胀满、便秘、口干等症状。

因此，专家建议，春茶买回来
后最好放置一段时间，等茶中的多
酚类物质自动氧化，对胃肠的刺激
降低以后再喝，而且选购春茶时不
要买太潮的，否则，茶叶不易保存，
很容易发霉。 （何梦里报道）

花篱夜市——有种台湾花
莲的文艺小清新扑面而来。然
而，当花篱夜市加上了“团结镇”
这个前缀，瞬间就是烧烤、干锅、
串串、卤菜的节奏了！那种红辣
辣油爆爆实在很难再和台剧的
矫情、花莲的海边联系在一起。
但有什么关系，好吃就行！

学校门口的美食，总是物美
价廉的典范。毕业后，常常怀念

当初的那些美食，以及跟自己一
同品尝美食的人。多年过去了，
那些人去哪儿了呢？去夜市大
吃一场，也许只是自己纪念青春
的一种方式，它早已演变成了心
底的一种情怀。

推荐：曹氏鸭脖 瓦块香 水
晶泡泡锅 勾魂卤味 爷爷鸡汤面

地址：犀浦团结镇学院路花
篱夜市 （何梦里报道）

情怀佐料青春作伴

春茶即将上市，作为爱茶的你

真的懂茶吗？5元钱一份的鸡蛋煎饼，30多元一份的烤鱼、鸡煲，还有
那怎么也吃不腻的烧烤、鸭脖……这些好吃不贵的平民美
食，拼凑成为了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论冬夏，不管
天气，高校周边小吃夜宵总是有属于它的忠实粉丝。学生时
代的美好记忆，也许能从夜宵找回。

伴着夜色和霓虹，销魂的沈妈
砂锅，开胃的牛羊杂米线，吱吱冒
油沸腾起来的烤脑花，卤水猪蹄上
架烘烤……想到这些美食，你有没
有一瞬间饿了的感觉？

到了夏天，再来一份西瓜味的
炒冰，或是跟朋友喝几杯冰啤，聊

聊学生时代的故事，回忆充满脑
海。有美食美酒的陪伴，有朋友在
旁，仿佛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推荐：沈妈砂锅 青春铁板鱿
鱼 脆皮锅巴土豆 香港绝味鸡柳
疯狂烤猪蹄

地址：青羊区西南财大光华村

光华村夜宵一群人的深夜食堂

红光夜市在西华大学附近，
三三两两的大学生坐在棚棚底下
撸串串吃烧烤。有人这样说过，

“没有什么痛苦是一顿烧烤不能
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虽
说吃几顿烧烤就能将人生不如意
全都化解是不可能的，但也足以
见得美食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
张小桌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小吃，

光是看看都觉得大饱眼福啊。在
高校特有的平价美食中，在学弟
学妹的谈笑风生间，感受美食带
来的小确幸。来，趁热吃吧。

推荐：川工第一漂汤 巴中谭
姐荤豆花 鸡煲 无名酸菜鱼 飘香
鱼

地址：犀浦红光镇广场路红
光夜市

红光夜宵性价比超高的小吃天堂

半边街，具体地说：包含惠王
陵东路、夜市、洪河啤酒广场以及
洪河北路的一系列美食，是川师东
区吃货们的天堂！这里的夜市格
局确实很像台北的士林。几条小
街小路交错成一个大片区，挨个挨
个的小店小摊。只是这里卖得更
多的是钵钵鸡冷串串，不再是大鸡
排烤香肠。来到这里，你才真正知
道物美价廉这四个字的含义。每

次去半边街，都是去拉仇恨的，恨
自己为什么只有一个胃。

无论是接地气的冒菜还是来自
“思密达”（韩国）的拌饭，是性价比
超高的一休小米辣还是来自“十一
区”（日本）的寿司，这里应有尽有。

推荐：双椒鱿鱼 铁板豆腐 锅
巴土豆 砂锅米线 大阪烧

地址：锦江区川师东校区半边
街

半边街夜宵成都东边的“台湾夜市” 花篱夜宵台湾花莲的“文艺”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