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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剧"##制生活#热播$

该剧通过两对年轻人从恋爱到结婚!

再到婚后为生活打拼的经历!展现了
$"后男女%一起奋斗&买房!这样过着
才踏实'的婚姻生活观念$

剧中年轻人在婚姻中采用的
##制生活方式! 在观众中引起热

议!关于##制的话题也成了网站上
的热帖$ 南京一家房地产网站则顺
势推出一个小调查(%房子首付该由
男方全出!还是男女一起出)你接受
##制买房吗) '这个小调查同样引
来了大量跟帖$记者发现!与其说是
调查! 还不如说是一场话题式的辩

论$

据这家网站论坛的负责人介绍!

截至%月&日!参与此话题讨论的共有
'(""名网友! 男女数量基本 %对半'

开$

在参与投票的网友中! 有%&)*+

的人不支持买房由男方出全部的首

付款!认为双方买房就该##制!共同
承担*,')-+的网友则表示!该由男方
一方出首付款!如果婚姻当中什么都
##制!也就不叫婚姻了$ 不过!多数
网友表示!美满的婚姻!不在于买房
的钱由谁出$

".#!/01$%

正方的观点大致是!首付当然要由男
方全出$ 如果买个房子还想着要女方帮
忙!男方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女方辛辛苦
苦跟着你!为你洗衣&做饭&生孩子!回头
来还要跟你一起吃苦&受累&凑首付!这是
没有道理的$

网友%澳翔陶瓷'(如果男人能给我生
孩子!我愿意给他买房子$ 夫妻在一起!什
么都%##'!那就不叫婚姻了$

网友 %萧木锦'( 房子是女人的安全
感!也是男人最基本的义务$ 爱她!就让她
幸福$

网友%招标大队'(我看首付还是男方
来吧!这是遵循传统!也是对女方的诚意$

但是生活必定是两人的!一起努力经营以
后的日子!才是结婚的目的$

网友%江北等我来'(首付出一半没什
么啊!房产证上写我名字就行$ 但是不要
认为我出一半就是理所应当!那你能帮我
怀一半孕生一半孩子吗) 两个人是一起过
日子的!又不是天天来算账的$

反方的观点认为! 房子是两个人住
的!肯定是要两个人一起凑首付了$ 修
改后的婚姻法都规定!婚前财产归个人
所有$ 要想真正男女平等!买房就该##

制$

网友%汪洋一夏'(我希望自己的另一
半能和自己一起买房子!也许你们会说这
是推卸男人的责任$ 但我想!如果一个女
孩子不愿意跟自己一起吃苦!我怎么能相
信她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会不会因为我
遇到什么困难就离开我呢)

网友%玫瑰咖啡女孩'(我同意两个人
一起买房! 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这
样更有安全感$

网友%././---&'(房子和婚姻一样!属
于两个人0就应该两人共同承担$ 补充一
句!本人女!已婚--年!全裸婚!所有家产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收入所得!没有要老人
一分钱$

记者发现! 更多的网友参与了讨论! 却没参与投
票!他们的看法其实更能代表当下多数人的观点$ 这些
立场%中立'的网友们表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美满的
婚姻不在于首付由谁掏$

网友%龙门飞甲1'(你爱她!你可全出*她爱你!她
也可全出$ 都#+爱,对方!更可以##了$

网友%蔷薇木樨'(我见过很多没有房子但依然完
美的婚姻$ 爱情是婚姻的必需品!房子不是$ 如果因为
房子纠结!那么!终究是不够%爱'*如果想寻找的是梦
想中的完美爱情!那么!就应该把有没有足够的爱放在
第一位!而不是把房子放在第一位$

网友%霓裳'(我们家从不##制!买房买车都是两个
人倾囊而出$ 家是共同的!责任和负担也是共同的!只
不过能力大小而已$ 家里的三套房!我可能只有六分之
一的贡献!但老公仍然把我当作宝!因为他知道我的心
思全给了他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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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清华图书馆智能机器人小图一炮走红
后!最近又一款聊天机器人%闪亮登场'了$它不
是游戏!却深受患有%都市寂寞症'的人青睐*它
不是朋友!却能跟你聊天讲笑话*它不是鹦鹉!

学%说话'的能力却是超一流的*它来自韩国!但
是汉语用起来毫无压力!上海话&广东话等各地
方言也难不住它!它就是当下很热门#22%萌小
鸡'3453454$ 最近!网友还在微博上还刮起了一
阵晒对话的旋风!对话内容颇为让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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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 '%嗯) '%不想写论文$ '%那你想最
后一天熬夜么)想毕不了业么) '%怎么办) '%顺
其自然!欲速则不达啊- '这段看似朋友之间的
聊天!实际上是网友% 头6789:.;5<=>'和智
能聊天机器人#22%3453454'的对话$

该应用的主角形象是一只圆滚滚的黄色小
鸡$345<454小鸡除了可爱的外形!聊天更是它的

强项!卖得了萌!装得了傻!说得出情话!还吵得
了架- %孤单寂寞想找人陪聊&郁闷憋屈想找人
打嘴仗!345<454就是你的上上之选- '网友们在
对话过这只小黄鸡后感慨称!%简直是聊天中的
战斗机- '

不仅如此!3453454虽然出身韩国!但是内置
了多语种词库!中文&日文&英语&法语等全不在
话下!甚至还精通上海话&广东话&武汉话等各
地方言$从网友们晒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网友
与3453454常见的对话内容多为动漫&偶像的讨
论!以及用各种方言%挑逗'这只小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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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经过试用后发现! 与3453454对话需要
网络连接! 而且它与你聊天的反应速度也与网
速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3453454毕竟只是聊天机器人!有很多问
题答不上来! 就只能回复 %; ?@9.A B9@C .@C A@

D=<2@9?) EF=8<=G A=8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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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就需要网友来 %调教' 它了$

3453454能说出各地方言!也是网友们教出来的$

记者发现!自从推出以来!3453454仅在安卓
应用市场上就斩获了%II万以上的下载量!可谓
是当下最%火'的小鸡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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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饭剩菜有什么用) 能用来作画呢$

近日!北京的一位平面设计师用吃剩的饭
菜摆出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山水画!取名
为%残羹冷炙图'$ 这在微博上大为走红!

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有的网友认为这种源自生活的创意很
有意思!这作者真有才$有的网友则认为虽
然有创意!但也不应该浪费食物$ 近日!为
了回应网友们的质疑! 该图作者在微博上
这样写道(%老有人说我浪费! 谁告诉你们
这些最后倒掉了)用餐具摆弄一下!再用手
机拍不过几分钟! 那两根青菜我吃掉的时
候还是热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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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名为%沪上阿飞'的网民通过
微博讲述自己实施偷窃的经历并晒赃物
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上海警方当天下午查
明!此事系上海威奔广告有限公司客户经
理林某为推广某品牌手机所做的网络营
销行为$ 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进一步调查$

��������

%月&日日上午!一个名为%沪上阿飞'

的博主在新浪微博公开讲述了自己在公共
场所行窃的经历! 同时晒出了自己偷窃所
得的%赃物'$很快!%沪上阿飞'成为新浪微
博热词!并迅速窜上热搜排行榜榜首!相关
转发和评论在一小时内达到数百条$ 约半
个小时后!J沪上阿飞的微博被关闭$

网民的大量转发和评论中!有人认为
%沪上阿飞'%又是一朵奇葩微博'!直指其
行为%太嚣张'&%对警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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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警民直通
车!上海'当天K1时11分许做出回应!对博
文中所述的内容开展调查$ 当天K$时许!

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官方微博%上海网
安/3LM#'发布初步调查结果(上海威奔
广告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林某为推广某品
牌手机!以赃物微博展示为名!向网民展
现手机!以此达到推广手机的目的$

终于! 一个卑劣的网络营销骗局被戳
穿$网民%孙晓军'表示(%介个策划真失败!

可以载入最失败案例手册'$ 网民%博行微
知'认为(%现在的营销&广告往往无所不用
其极!没有底线!缺乏公德$ '

".2GH%

¢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