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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

过几天就是立冬了! 在四季

变换中! 二十四个节气也悄然轮

回" 最近!微博上一组#二十四节

气字体$ 的海报给人们带来全新

的视觉感受!海报中!字体与节气

浑然一体! 透露着奇妙的视觉之

美% 记者采访了这组
!"

个不同类

型字体的设计者童忻!&节气用熟

悉的语言符号表达内心感悟!更

是提醒大家不要在匆忙之间遗忘

了古老的生活智慧% $

换季是人们的身体对气候最敏感
的时候" 郁闷的心情也容易趁虚而入#

秋天来临"草叶飘零"容易让人产生萧
瑟$凄凉之感"使得情绪与精神状态受
到影响"%心理亚健康&一触即发"甚至
出现焦虑$抑郁"患上%悲秋综合征&#

悲秋综合征表现'

"

$ 情绪低落$忧
伤$悲观#

!

$食欲和睡眠质量下降#

患上%悲秋病&的往往是一些平素
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群"常年在室内工
作$体质较弱或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
力劳动者"女性患者较多"年龄主要集
中在

!#

岁至
$#

岁之间# #互动百科$

天气转凉了" 很多女同胞准备戴头
巾挡风和扮靓了# 可是你知道头巾怎样
才扎得漂亮又时尚吗(近日"人人网上一
名男网友用一条蓝色头巾亲身演示了八
种扎头巾的方法"充满了异域风情"有印
度风$韩国风$阿拉伯风"甚至还有一款
扎成

%&'()&)&

最拿手的蝴蝶结#

众多女网友膜拜'%我现在才知道
我是多么不会扎头巾"向大侠学习了)&

%据&东南快报'$

达人教你戴头巾

3

笑多了会怀孕! 今天一的哥说
!

!如果找十几个
"#

岁左右的死刑犯"让

他们练四年足球
$

然后他们踢世界杯"

出线了就出狱"出不了拉回来枪毙# 国

足一准儿出线#$我惊异于他的想法"问

道%!那怎么解决现在离婚越来越厉害

的现象呢& $ 司机掐断烟头狠心说道%

!真正能阻止离婚的婚姻法是% 离婚后

房子归国家# $

3

微博搞笑排行榜!'什么是逆向

思维& (大爷买西红柿挑了
%

个到秤盘"

摊主秤了下%!一斤半
%

块
&

#$大爷%!做汤

不用那么多# $去掉了最大的西红柿#摊

主"!一斤二两"

%

块# $正当我想提醒大

爷注意秤子时"大爷从容的掏出了七毛

钱" 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

扭头就走了"摊主当场无风凌乱)*

阻止离婚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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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绝

对有意思!

真 的 萌 坏

了鸟
'''

什

么 情 侣 车

情 侣 车 牌

都 弱 爆

了
'''

看看

这个吧
''

悲秋综合征

在没有电器的年代"人们过着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顺应四季变
换"古人划分了二十四个节气# 现在"

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小伙子"从去年初
冬开始" 一直到今年深秋的霜降"用
一年的时间" 创作了二十四节气字
体# %正如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在适合的时间做适合的事情"一切顺
其自然"因为"我们对应每一个节气"

在每个节气来临之前完成相应的字
体# &设计者如是说#

那么"这些变幻莫测的字体"都蕴
藏着什么样的意味呢( 让我们简单从
字面上来欣赏下# 这些字体很新奇"字
体的主要颜色为白色与黑色" 或者黑
白交加"海报背景"有冷有暖# %夏至&

这一字体中含有两个雷电符号" 背景
是深蓝色# 或许是因为夏至各地多阵
雨的意思吧) 设计者这种结合了创意
及时令的细节展示"给人别样的感受#

%小雪&是白色的冰做的"字体的
褶皱仿佛凝结的冰凌# 而%大雪&则是
头顶一个小火炉" 黑色的背景上飘满
层层白雪"将时令与意境结合在一起#

这些字体海报在网络上引来赞
美# 网友大卫杜师傅说"二十四节气"

光名字就已经尽得中国语言文字之
美"在越来越城市化的今天"好在还
有很多人记得这种接地气的美#

网友表示"感觉回到了过去手工
美术字的年代"好看#

*+,-,./0.)

说"

太精彩了"仔细观赏后再用力拍掌
1

这
个作品参照了文化和生活#

韵味藏其中
美丽字体展现节气

设计者眼中
字体背后意境更深邃
在设计者眼里" 这些字体有着怎

样的含义呢( 记者采访了这组字体海
报的设计者"

"234

年出生的童忻"他毕
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在在上海一家
外资社当设计师" 但是设计字体是自
己的业余爱好#

童忻对记者说" 之所以没有作解
释" 是因为不想局限大家的理解力"因
为在创作之初"所采用的都是各个节气
给自己的主观感受# 童忻对记者说"举
例而言"大暑用的背景是橙色"字体是
白色且断断续续的"就是想要做出那种
高温流汗以及万物即将融化的感觉#而
雨水从字面上便可以辨认出来"暖色调
的背景加淅淅沥沥的小雨"有种雨水丰
润之感# 秋分是收获的季节"意味着丰
收与庆祝"所以在字体设计时"字是飘
舞的"阴影有着穿薄纱庆祝的质感#

在这些字中"%春分& 二字记者没
有看懂#童忻解释道'%这个最有趣"也
很少有人能看懂"因为在春分那天"阳
光的斜度是

"$

度"而且写字较快时"写
的非常潦草时"字就变成了各种横线"

所以我们采用了
"$

度斜线来表达# &

童忻说" 字体只是分享个人感受
的载体#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所
以在上传时没有专门解释#%喜欢的人
肯定能体会到中间的韵味# &

这组字体是从
!#""

年立冬到今年
霜降完成的# 童忻对记者说"%我跟朋
友便想做一些与文化相关的东西"但
不想太复古 " 于是就设计了这些字
体# &童忻说"由于字体设计是自己的
兴趣爱好"并不非常专业"但是在设计
过程中"得到了印物所一位朋友的帮
助"他开了一家版画工作室"两个人一
起研究技法$呈现效果等#

%制作方面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

所以这个作品也有他们的功劳# 制作
每一个都花费了很多时间# &久居都
市"很少关注各个时节背后的意境"因
此在设计之前"都对各个时节的特点
和意境有了学习和了解# %在这个过
程中" 我也学会了用更平静的心去面
对和体味生活# & %据&扬子晚报($

平静品味生活
一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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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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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江商学院
%0)0

遭到许多
网友的吐槽" 甚至有人将

%0)0

解读为
横竖都是小三"还有一对在纠缠# 近
日娱乐圈传的沸沸扬扬的王石因结
交新欢田朴珺而与妻子离婚事件以
及王菲被传离婚事件无辜成为该事
件的%受害者&#

横竖都是小三被网友指就是在
说田朴珺'%王石已经有妻子"田朴珺
这时候与王石交往不是小三是什
么( &而所谓的还有一对在纠缠则被
指是王菲与谢霆锋#

此前谢霆锋在节目表示不可能与
张柏芝复合" 而对于王菲他则暗指因
不想影响王菲家庭因此不愿再提及"

话语中流露出对王菲的不舍" 随后便
有消息指出王菲和李亚鹏离婚" 因此
不免让人猜测离婚是为了与谢霆锋复
合#从而王菲和谢霆锋就无辜成为%还
有一对在纠缠&的对象# %华 声$

网友吐槽长江商学院
()*)

横竖看都是)小三*

实验'图片有可能"信息难恢复

记者尝试用普通的恢复软件对
安卓系统手机进行数据恢复# 实验
结果表明' 普通软件可部分恢复手
机内的图片等数据" 而目前市面上
已出现了专业的硬件和软件设备"

能较大几率地恢复手机内的数据#

那短信能被恢复吗( 网友%华
纳啦滴&删除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然
后用

56

软件尝试恢复" 但没有成
功# 记者尝试了另一款软件"同样
不能将短信恢复# 普通软件不行"

那专业技术能否恢复数据( 记者联
系上某数据恢复工程师"对方表示
可部分恢复"但过程十分复杂#

专家建议'不要存太私密的信息

西南大学尹世群副教授表示"

文件恢复如果被用来刺探隐私"不

但违法"还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目
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将数
据完全删除干净"不过"并不是没有
办法防范被刺探隐私"她建议'

"7

别在手机里存太私密信息#

!7

将手机扔掉或转卖前"先用

垃圾文件将硬盘填满"因为硬盘上
的数据可以反复被覆盖"但数据恢
复只能读取覆盖在最上层的信息#

87

转卖或转赠他人前"务必将
/9

卡取出"因为卡上的资料最容易
被恢复# %据+重庆商报(,

手机已删图片短信能恢复(

实验显示智能手机有泄密可能 专家建议手机别存太私密的信息

近日!微博上有网友称!为保护隐私!不少人会在出售'弃用旧手机之

前对其进行格式化! 但是使用简单的资料恢复程序! 只需 &点击八次鼠

标$!智能手机内的文件'照片'短信等就能完全恢复" 其中!安卓操作系统

的数据恢复是最容易的" 这个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担忧!难道不用的智能

手机只能毁掉!不能卖也不能扔(

上!春分"下!小雪 上!夏至"下!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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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里删除的照片"在软件中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