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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版块关心一切发生在网络上的新
鲜事，我们岛民的网络生活也不能放过。

你一定看过关于海南有趣的微信或微
博，欢迎告诉我们，和南国都市报的众多
读者们一起分享。

栏目联络邮箱：862541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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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微软将发布windows 10的消费
者预览版。在10之前，windows 8的界面改
变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次的win-
dows 10在windows 8的基础和不足上，
进行了不小的改进。那么，都有哪些改进呢？

覆盖全平台 覆盖全平台的意思是Win-
dows 10可以运行在手机、平板、台式机以及
Xbox One等设备中。这些平台的Windows
都拥有相同的操作界面和应用商店，能够跨设
备进行搜索、购买和升级。难道以后我们可以
用手机升级电脑了？

开始菜单 终于，在大量windows用户不
停地唠叨开始菜单不习惯，微软重新启用了
Windows 8上消失了的开始菜单。新的菜单
和Windows 7以及之前的样式类似，不过却
提供了更多自定制服务，使用者可以随意调整
开始菜单的大小，将任何传统软件或是应用添
加到菜单里，菜单还会随着你的桌面壁纸颜色
不同而自动进行匹配换肤。

新任务视图和多虚拟桌面 微软在Win-
dows 10上增加两大新功能，新增的任务视
图按钮在点击之后，就可以快速在多个软件、应
用、文件之间切换。

在使用windows 10的虚拟桌面时，每个
桌面都是一个独立的区域，用户可在不同的桌
面自定义不同的应用程序组别，将工作和娱乐
分开。

这两种功能对于习惯了多界面切换的人来
说，是一个不小的改进，特别是那些在家偷偷玩
电脑的熊孩子们，家长前来视察时，他们就可以
将显示游戏的桌面，替换成全是学习软件的桌
面。

无边窗口 Windows 10针对桌面的视
觉效果做了一定的改进，现在窗口已经基本“无
边”，通过明显减少边框的数量来提升整个系统
的美化效果。

支持 DX12 对于游戏玩家而言，知道
windows 10支持DX12，别的就不重要了。
DX是DirectX的缩写，这是由微软公司创建的
一种多媒体编程接口。DX系列被广泛使用于
电子游戏的开发，每一代DX的改进都代表着游
戏发展的一次进步。

根据微软的测试表明，在使用完全相同的
硬件下，DX12比DirectX 11的游戏性能提高
了70%左右。

升级和更新 Windows 7/8和8.1都能
够直升 Windows 10。据现有的消息称，
Windows 8.1用户的升级将是完全免费的，
Windows 7要付上一小笔费用，7和8的用户
都可以在升级的同时，保留个人文件和设置。

已经被微软放弃了的Windows XP和
Vista不能直接升级windows 10，必须付全
价下载安装才行。

更新方面，Windows 10将提供两种更新
升级方式，并分别命名为“Opt- in”“Lock-
down”。“Opt-in”更新一般只有一些功能或者
小漏洞修复，“Lock-down”是专门针对重大漏
洞进行的修复。

Internet Explorer 12 在之前公开的技
术预览版中，IE12并没有出现，或许在消费者预
览版上我们可以见到它。就算见不到，相信大
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IE已经沦为用于下
载别的浏览器的工具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指出，一款代号为
“Spartan” 的新款浏览器有望随 Win-
dows 10一起发布，它有可能成为全新的微
软浏览器，代替又大又慢的IE浏览器。

XBOX应用 新版Windows 10整合了
一款用于微软家用主机Xbox的应用。

它似乎是通往整个Xbox生态系统的入
口，可以访问游戏成就、好友列表、即时动态
和应用商店。

近日，一份“通俗歌曲难度分级表”在新浪
微博上广为流传，根据不同的级别，列举了不少
流行歌曲。“分级表”一出，立刻被广大网友奉
为K歌“宝典”。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原来这份

“宝典”竟是通俗唱法考级的教材目录。

走红:网友热捧K歌“分级表”
“你和你的小伙伴们K歌到了哪一级？”近

日，网友“潮音乐”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了一份
通俗歌曲难度分级表。在该表中，歌曲的难度分
为10级，所列举的歌曲都是前几年流行过的。
且根据性别不同，所列歌曲也不同。例如胡歌演
唱的《一直很安静》为一级，适合女生唱；王力
宏演唱的《唯一》是十级，适合男生唱。

随着网友的关注度提高，“通俗歌曲难度分
级”的关键词，升级为新浪微博热门话题。不少
网友看后，将此榜单奉为日常K歌的“宝典”，
留言表示自己已经达到了某一等级。

求证:确有教材声乐专家编纂
记者联系上了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了

解到此分级表其实是《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
平考级全国通用教材：通俗唱法》一书的目录。
对于这份分级表的走红，该考试委员会的工作人

员也感到很意外。据了解，这套教材是2010年
出版，共三册，主要用做通俗歌曲的等级考试。
书中从音域、音乐风格、音乐层次、演唱能力等
方面进行考量，选取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参
加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通俗唱法）
的考生，要从所考等级歌单中，选取一至两首歌
曲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等级证书。

释疑:看似简单的歌为啥等级高？
该歌单虽然给网友带来了新奇感，但与此同

时也有网友提出质疑。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艺术培
训部主任陈燕对网友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刘轻_：这份歌单科学吗？平时觉得很
简单的歌曲，没想到等级却很高。例如歌曲《天
堂》排在九级，《唯一》竟然排在十级，求问通
俗歌曲的难易程度到底是怎么界定的？

解答：通俗歌曲的分级主要考虑歌曲的音
域、节奏、风格等。音域跨度大、节奏不好把握
的歌曲，难度较高。《天堂》 偏向民族歌曲，很
多人觉得高音难唱，但它的转音较少，相比 《唯
一》，反倒更容易哼唱。

■@李大墩儿：通俗歌曲是否要分年龄演
唱？

解答：年龄和性别并不是选歌的参照标准。

作为一双拖鞋，我在海南找到了生存
的意义和鞋生的价值！海南人对我的热
爱，不仅仅是因为热，所以爱。

Because……

海南拖鞋
一双

的 自 述

1、在海南，只有我的潇洒，才能诠
释海南人的不羁，不然他们怎么会好好的
一双鞋，硬硬是要把鞋后跟都踩在脚下？

2、姑娘们对我的要求很高，要美，要
有心机，要显高，要好走。她们会涂各种美
丽的指甲油来衬托我，美甲店的小妹都会
说：“美铝，涂这个色罢配你的拖鞋！”

3、我之所以全年无休并不是因为海
南没有冬天，而是海南人的脚就是这样不
羁放纵爱自由。哦，对了，海南人从来不
会穿着丝袜配拖鞋或者凉鞋，Never！

4、海南有些阿哥很假精（自作聪明），
会搞很帅那样穿着我打篮球，每当他们的
脚掌冲出去的时候，我都久久无法挣脱。

5、我在海南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一
帆风顺，偶尔也会遇到危险，比如走在台
风天淹了水的路上，一个脚趾没有夹紧的
抬脚，我便会随波逐流，进入南渡江。

6、夹脚拖有一根灵魂般存在的塑
料，它要任性出洞了，你会感受到什么叫
做“寸步难行”，什么叫做“我的世界突
然有点灰”。

7、在我所经历的海南拖鞋文化潮流的
历史长河里，有一个拖鞋界的鼻祖，它的
地位与美感和防滑毫无关联，但他在海南
人的心中不可替代，那就是永恒的——双
鹅！

拖鞋对海南人而言，是一种信仰！就
像热爱自由一样……

（据微信公众号：黑不拉叽）

小编的话：
关于海南的漫画又来啦，这次的主角

是拖鞋，它在微信上引起了海南岛民们的
共鸣。友情提示：正在上学的同学们，请
自觉将海普（海南普通话）切换成标准
普通话，以免造成混乱哦。

你期待吗？
WINDOWS 10

为什么要跳过
windows 9？

按 照 微 软 的 历 史 惯
例，最近版本的操作系统
在 windows 8 之后，本应
该命名为“Windows 9”。
那为何这个版本跳过了 9，
成了windows 10呢？

最 重 要 原 因 是 由 于
“windows 9”和十多年前
发 布 的 Windows 95 和
Windows 98 存 在 冲 突 ，
那时延续下来的一些软件
会 将 Windows 9 里 的

“9”，判断成 Windows 95
或 者 Windows 98。 同
时，这些软件沿用多年，
已经无法为新版系统修改
代 码 ， 如 果 微 软 还 使 用

“Windows 9”作为名称的
话，将导致大量的软件问
题 。 于 是 ， 就 变 成 win-
dows 10啦。

（据现代快报）

WINDOWS 10

对照网传
K歌难度表
你能飙到哪一级？

网传通俗歌曲难度分级表
（部分）

一级
女声：原来你也在这里、一直

很安静、月光
男声：一生有你、蝴蝶花、月半弯

三级
女 声 ：日 不 落 、Love Love

Love、我知道你很难过
男声：我真的受伤了、在他乡、

野百合也有春天

四级
女声：城里的月光、美丽心情、

他还是不懂
男声：豆浆油条、杀手、大肚腩

五级
女声：别再为他流泪、叶子、欧

若拉
男声：大城小爱、美人鱼、彩虹

七级
女声：我要飞、绿光、再见，我

的爱人
男声：一千年以后、我还想她、

西界

十级
女声：青藏高原、天路、山路十

八弯
男声：唯一、天天想你、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