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邓钰

信息过载干扰生活，增添额外工作压力，各种人情债不断……

被“绑架”的微信群该何去何从？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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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妹

1天前

李国栋/辑

详情海南日报...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一大早，日报妹
的朋友圈满屏的儿童节快乐！这本是孩子们
的节日，然而一群童心未泯的“老小孩”，都来
凑热闹。好吧，节日快乐！现在请用一句话
证明你还是个宝宝，萌萌哒！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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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便到干扰 几十个微信群闹不停

随着微信时代来临，在
网络社交中，人们根据工作
需要、兴趣聚合、亲友沟通和
技能学习等不同需要，集结
不同人群，建起各式各样的
微信群，将微信联系人“塞”
得满满的。

近日海南日报联合南海
网进行了微信群影响的问卷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两成受访者入群数量少于5
个，近四成受访者加入了10
个以上的微信群。“群”已经
成为人们网络社交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

林先生是海口市某物流
公司的后勤管理人员，起初
为了促进交流，他建立了一
个微信群把同事们都拉了进
去，在通知事务、交流信息
时，群带来了很多方便。他
说：“以前发通知要给每个部
门单独说，现在直接发到群
里，大家都能看到。通过微
信群还可以看到各部门的反
馈，效率高多了。”像林先生
一样，加入众多微信群的人
不在少数。

“建群太容易了，大家有
事没事就建几个，感觉这种
方便已经成了干扰！”随着加
入的群越来越多，林先生感

觉十分烦恼，他现在手机里
有几十个群，每天叽叽喳喳
地闹个不停，纷杂的信息已
经对其生活造成了严重干
扰，但怕伤人情，始终不敢退
群，“现在只好加一个，屏蔽
一个了”。

小孙是海南一媒体记
者，因为工作需要，加入了大
量的微信群，自己也建了不
少微信群，但这些微信群并
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
反而已经有些“失控”，“不少
人喜欢在群里闲聊、斗表情
包或逗红包，但也不能屏蔽
这些群。这些群有的是受众
报料群，有的是各单位或组
织的工作群，建立或加入这
些群的初衷，是为了便于收
集信息或联系采访对象，因
为怕漏掉线索，每次手机震
动都要拿出来瞅一眼，现在
已经不胜其扰。”

调查还显示，有49.1%
的受访者每天都会在微信群
中发言，其中23.6%的受访
者每天频繁在微信群中发
言；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有
50.9%的人在微信群中几乎
从不发言或偶尔发言，这些
人极有可能已经屏蔽了相关
微信群。

@偶不是超人：端午节后，大家都去上
班了，只有我还在放假，因为我还是个
宝宝！
@严浩：啥也别说了，让我先干了这瓶
爽歪歪。
@孤单的射手：不敢说话，因为我怕嘴
里叼着的奶瓶掉了。
@柔情似水：我不需要说什么，你只要
就看胸，就知道俺还是个宝宝，可以过
儿童节。
@格林童话：每年的今天，爸爸妈妈都
会给我买礼物，今天他们给我发红包
了，让我买糖吃。

@海南日报：都说“朋友一生一起走”，好朋友
是一辈子的，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友谊的小船说
翻就翻的年代，朋友做的哪件事，让你觉得Ta值得
交往一辈子？

@以后我要当村长：不在盛名时到来，也不在
落寞时离开。

@程青见：我是留守儿童，小学的时候三年级
开始住校，那时候都是自带一瓶咸菜。没有什么营
养，他同我一个宿舍，他妈在家陪读，每周三都会带
荤菜给他吃，而他其他人都不给，就给我吃，就给我
吃！所以现在跟他认识十五年了，一辈子的兄弟！

@山西大陈cu：一边嫌弃，一边热爱。
@阿泽带你赚票票：室友做梦梦到我吃馒头被

噎死了，大晚上从上铺爬到下铺叫醒我，而我睡得
正熟……

@随风摇摆的年轻人：我说：“这个梨有点坏了
我不想吃了。”他说：“给我吧我吃这个，你吃那个好
的。”瞬间被感动好多次了……

李倩/辑

@海南日报：【不一样的童年 不一样的快乐】六
月一日是全世界儿童的节日，他们有着最清澈的眼
睛，总是能在他们的世界发现快乐与美好。记者挑
选了一组“旧照”，反映海南不同地区的孩子那别样
的童年。他是蕉农的孩子，忙着摘香蕉；他是疍家人
的孩子，在母亲背上观看世界；他是渔民的孩子，帮
父母晒鱼干……他们是足球小将，他们趁暑假卖报，
他们体验采摘的乐趣……他们在不同的地域、体验
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一样的童年，但无论苦乐，都
是深刻的记忆。祝大家“六一”快乐！

刘凡静/辑

高铁长流、秀英、城西等站年前通城际快线

龙塘戏院面临拆迁

借车被“坑”万宁男子莫名成“在逃人员”

海口“12345”新系统上线

海南公示加分考生名单

7月起海南大医院逐步停止普通门诊输液

海南力争在7月前消化问题学籍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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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好微信群，使其成为良
性的网络沟通平台？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李道荣建议，在加群时，受众首先
要定位好自己的身份，合理安排精力
和时间，加入层次、品味相近的群。同
时，各群成员要有意识地开展深入、理
性的交流活动，尤其是培养意见领袖，
会加强群的凝聚力和活跃度。此外，
群成员间应约法三章，采取文明、合理
的方式进行互动，方能使微信群从无
序变有序。

海口书法爱好者莫先生也认为制
定群规则特别重要。他组建的书法微
信群十分活跃，并为此立三项规则：入
群者必须贴出书法作品或者讲解书法

感悟，不可聊书法以外内容，要定期进
行线上书法作品交流、鉴赏。“群友都
是真心喜欢书法的人，交流起来热情
自然高，还组织了好几次线下交流
呢。”

“微信群的盛行与国人的‘圈子’
文化相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谭天认为，对
于网友而言，通过微信群可进入不同
的社交圈，能获得该领域最新资讯动
态和更多人脉资源。但微信群交流的
层次和效率有高低之分，人们的精力
有限，在加入群时必须有所选择。谭
天认为，人们在面对五花八门的微信
群时，应该主动选择加入成员层次相
近，群的交流定位、建立宗旨与自身贴

近的群，避开人员混杂，交流效率低的
群，才能提高沟通效率，减少网络信息
对生活的干扰。

“手机和微信群并不是生活的全
部，最深入、有效的交流还是在线下。”
中南财经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苏
新力则认为，有时候放下手机，离开虚
拟的网络世界，在现实中反而能收获
更多精彩。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朱
杰也表示，微信群是种工具，虽然能便
捷地将五湖四海的人连接在一起，满
足人们信息、情感交流的需求，但微信
群也具有两面性，人们必须进行理性
判断和使用，切勿过度沉迷网络。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从无序到有序 让微信群有规则可依

调查显示，约有6成受访者因为
亲友沟通、兴趣聚合和技能学习加入
微信群。许多微信群的建立，原是为
了亲友交流，或为学习、爱好和娱乐，
搭建一个分享交流平台。可到最后，
群里的人也越发烦恼、沉默。

“微信群虽然给工作带来了方便，
给人的心理负担也不小。”据海口白领
陈女士介绍，她是一所商场企划部的
媒体主管，由于所在部门要负责商场
的内外联系沟通，所以自己格外注意
微信群中“风吹草动”。“一天到晚不敢
放下手机，就怕领导突然布置任务，或
者有突发舆情，自己没及时处理。”不
少人坦言，微信群逐渐模糊了工作和
生活的时空界限，人们在网络上不掉
线，工作也就随时随地在线，增加了额
外的工作压力。据调查显示，两成以
上受访者认为微信群已经影响到了自
己的正常生活。

22岁的大四学生小符，计划今年
本科毕业后到英国读研，为了备战雅
思，小符加入了相关的微信群，和各位

“烤鸭”（即考雅思的人）交流考试经
验，互相练习口语。“刚入群时大家都
踊跃地分享口语句型和话题，学习氛
围很浓。可随着人越加越多，群就变
味了。闲聊的人越来越多，良性交流
的人越来越少，实在烦人。”没到一个
月，小符就把加入的“烤鸭”群全都屏
蔽了。

和小符一样，近35%的受访者表
示，对群中话题的兴趣度不高已经成
为他们屏蔽和退出微信群的主要原
因。一些人认为，微信群友越来越多，
大家获得的信息看似丰富了，其实有
用、良性的信息越来越少，反而浪费了
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3成以上网络受访者认为，
各种人情债是让人诟病微信群的主要

原因。
“请群友们给1号选手投票，不投

不够意思！”“请大家帮忙转发，不转不
是朋友！”……市民黄先生举起手机，
看到屏幕上接连弹出十几条信息，抱
怨道：“每天都是这些东西，一点营养
都没有。”但即使如此，黄先生还是一
一为群友们投票、转发、点赞。他表
示，微信群已经逐渐成为了人情群，即
使厌恶这类行为，但为了维护关系，都
会尽量满足群友的要求，“毕竟在网上
得罪群友，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得罪朋
友。”

此外，微信群被当作了重要的营
销渠道，一些人将微信群看作可以营
销牟利的人脉资源。日前，有媒体报
道，广州一大学生称手握5000微信好
友且为10个微信群的群主，欲以此为
由向商家收取3000元微信推广费。
遭拒后，该学生在微信上诋毁商家。

从交流到烦恼 沟通群带来心理负担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孙
慧）为减少溺水死亡现象，为社会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2017海南“预
防溺水”公益大救援活动启动仪式
今天在海口假日海滩举行，面向社
会征集爱心志愿者参与2017海南

“预防溺水”公益大救援活动。
我省水域情况复杂，海岸线绵

长，天气炎热持续时间长，溺水一
直是危害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多
发生在周末、节假日和放学后，其
中暑期是学生溺水高危期。而我
省目前拥有获国家标准资质的救
生员不足50人，难以满足需求。

为了避免悲剧多次上演，减少
悲剧给家庭造成的伤害，从今年开

始，海南“预防溺水”公益大救援活
动启动，并号召更多爱心志愿者加
入到“关爱生命 预防溺水 安全度
夏”的活动中来 。本次活动，旨在
通过志愿者自愿加入暑期溺水救
援活动，降低中小学生溺亡率。同
时，将“溺水救援”志愿服务在海南
发酵，让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加入救

援队伍，保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爱心志愿者可通过南海网PC

端、南海网客户端、南海网微信公
众号、南海网官方微博报名参与。
届时，主办方将根据报名志愿者自
身条件施以专业的救助救援训练
和考核，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能够
如愿加入到暑期公益活动中提供

培训支持。
据悉，本次活动由南海网、海南

省应急管理办公室主办，由海口假
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海口阳
光义工社、海口天涯善行者、海南金
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另一瓣歌唱+
共同联合发起，由海南省教育厅、海
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指导。

我省启动“预防溺水”公益救援活动
向社会征集志愿者参加救援队伍

这个“溜溜球”
在哪片水稻里？

航拍海南海口某个村，造
型酷似一个巨型“溜溜球”造
型，请大家猜猜这是哪里？

日报妹友情提醒：海口！
有400多年历史的某村！日
报妹只能帮你到这里啦！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猜图

扫码关注海南
日报，回复：猜图+
“正确答案”。猜对
“报米花”中将抽取
10名获奖粉丝哦！

参与方式

32%的网友是因为工作需要

30.7%的网友是因为兴趣聚合或技能学习

30%的网友是因为亲友沟通的需要

加入微信群的初衷：

微信群发言频率：
每天频繁发言的占23.6%
每天偶尔发言的占25.5%
从不发言或偶尔发言的占50.9%

19.3%
加入微信群

数量

不足5个的占

38.6%
10个以上的占

5个至10个的占

42.1%
11%

认为群聊影响正常生活

因其他原因

33.5%
反感求发红包

网友

或发广告太多

34.5%
对群中话题兴趣度不高

网友

屏蔽或退群
原因21%网友

网友

数据来源：海南日报、南海网联合调查 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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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滴滴滴……”提示声响个不
停，不一会的工夫，手机中已经收到了上
百条微信群信息。“每天的工作从起床后
处理‘群’消息开始。”这是微信团队《微信
生活白皮书》中描述的一个典型微信用户
行为习惯。据统计，2017年第一季度，我
国使用微信阅读活跃人数已达8亿人次，
其中大多数人都被拉入了各种“群”中。

校友群、家庭群、家长群、同事群、爱
好群、运动群……微信群如今越来越融入
到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群为沟通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效社交、干扰生
活等困扰，很多人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
微信群上，这一现象让不少人开始反思：
当微信群“绑架”生活，应该选择沉默还是
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