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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为未来而读，现在就读
北京晨报联合天猫图书、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世界读书日捐书公益活动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读完一本书了？ 年少时对书籍的热爱如今是否还在？ 忙
碌的工作之余，你还有时间静下来给自己充充电吗？
年“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理念，本报
联合天猫图书、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面向全国发起“为未来而读，现在就读”大
互动，扫
型公益活动，诚邀爱读书的你，一起来参与。 活动还设有超炫酷的
书即可抽奖，让您在感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还有别样的惊喜。

2017

AR

阅读点亮人生，让城市更温暖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

马伯庸：

读书对我来说，就
像是一场冒险。每一本
书，其实都代表了一个
新的世界的诞生。
这一次，你是否愿意和他们一
起，做一名用心读书的“精神贵族”？
2017年的世界读书日，本
报将联合天猫图书、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发起“为未来而读，现
在就读”公益活动。活动将有百

毕淑敏：

罗振宇：

读书对我来说是精
神的食粮，只要人活着，
只要我们还要补充身体
的营养，我们就要不断
地去补充精神的营养。

人类文明几千年积累下
来的东西，还没有被互联网
转化干净。我们现在还不得
不求助很多书籍和书本，才
能得到这样精神上的滋养。

家出版机构参与，马伯庸、毕淑
敏、罗振宇、张德芬、高铭、杨红
樱、蔡崇达、张皓宸、易中天、鞠
萍等 10余位知名畅销书作家视
频发声倡议，并将首次结合线上
线下 AR扫书抽奖等多种新形

态，引爆一场全民阅读风暴。
“一个人想要看得更远飞得
更高，唯有阅读。也唯有阅读，才
让人心更柔软，让城市更温暖。”
谈到发起此次活动的初衷，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表示。

现场可爱心捐书
扫书即可参与线上线下抽奖

为了让读者能够从茫茫书
海中找到好书，此次活动，天猫
图书将根据 2016年销售、开卷
数据等，选取 100家出版社，并
与出版社共同选出 1000种“百
社好书”呈现给读者。这 1000
种书，包括童书、文学小说、社科
经管等各个品类，总有一类是您
喜欢的！
活动分为线上线下两种参
与方式。线上参与面向全国任何
网友，只需手机登录天猫客户端
（5.31.3版本及以上），点开左上
角“扫一扫”，选择 AR扫描，扫
描任意 5本图书的封面，即可获
得一次抽奖机会，奖品为天猫图

书优惠券。
作为此次活动在北京的独
家联合发起方，本报还将于 4
月 23日在北京图书大厦和朝
阳公园书市（喷泉广场处），举
行盛大的线下读书派对，现场
市民均可拿出家中闲置的书籍
前往活动现场进行爱心捐赠，
大家所捐赠的爱心书籍，最终
将统一通过北京爱心图书捐赠
中心捐赠给贫困地区学校或图
书馆。此外大家还可以现场参
与公益寻宝游戏，寻找隐藏在
指 定 区 域 内 的 10本 指 定 书
籍。每找到并通过手机登录天
猫客户端（5.31.3版本及以上）

■科技动态

扫描 5本指定图书，即可获得
一次抽奖机会。活动现场特设
的互动大奖为天猫图书百社好
书一套（500册）。除此之外，现
场参与市民还可随机获得 1
本 、2本 、3本 数 量 的 图 书 奖
品。据悉，现场图书奖品总数
近 2000本。
春天是适合读书的季节，让
我们一起走进春天，来一场轰轰
烈烈的读书派对，赴一次全民
AR互动狂欢。让我们一起结伴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重新发现
阅读的乐趣，培养阅读的习惯。
4月 23日，我们期待您的
参与！

■科技速递

陆机科技启动赴纳斯达克上市计划
4月 17日，北京陆机科技
有限公司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会上陆机科
技与美国联合商业协会签订了
上市辅导协议。美国联合商业协
会亚洲区秘书长杨杰在发言中
指出，美国联合商业协会是一个
在美国注册经美国联邦政府许

可的商业服务机构。于 2006年
正式进入中国以来，专为亚太地
区石油、天然气、化学处理、能源、
建筑、航空工业等提供项目融资
和资本解决方案，帮助近百家国
内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
据介绍，陆机科技所打造的
电商平台“微客谷”，受到了美国

“
快男”三星直通区总决选线上开唱
近期，芒果综艺“男神孵化 及指定线上专供机型提供购
器”《快乐男声》的小鲜肉们为 机赠送 IMGOVIP年卡的尊
晋级全国 300强摩拳擦掌。作 享大礼，双方的强强联合将为
为芒果 TV的战略合作伙伴， 观众带来更加精彩丰富的观
三星电视此次联合天籁 K歌 赏体验。
三星电视和芒果 TV的战
特别定制了全程线上的分赛场
“三星直通区星歌专区（星歌直 略合作还跨界至 IP领域。此次
通区）”，并即将在官方直播赛 与《快乐男声》的合作，可谓一
上演直通区 20进 2的总决选。 次突破性的尝试。借此大 IP，
三星电视与芒果 TV的合 三星电视将进一步扩大其娱乐
作可溯至 2011年，三星智能 内容版图。身为全球销量冠军
电视已连续 7年搭载芒果 TV 的三星电视也在不断探索革新
的优质内容。2017年，双方的 性技术，今年初，QLEDTV新
合作战略升级，在深度和广度 品 一 经 亮 相 便 凭 借 高 达
上都不断拓展。芒果 TV将覆 1500-2000nits 的峰值亮度、
盖 从 最 高 端 QLEDTV、 无与伦比的色彩表现、经久不
Frame TV、到 MU8系、7系、 衰的画质稳定性受到瞩目，带
6系等众多型号。此外，三星还 来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极致视
特别为“明星款”QLEDTV 觉体验。

券商和专业辅导机构的青睐。微
客谷拟在全国建立 30家省级分
公司，300家市级旗舰店，2000家
区县级服务中心。陆机科技董事
长田向阳女士指出，此次签约启
动仪式是陆机科技发展史上重要
的里程碑，更是“微客谷”迈向国际
资本市场的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派派“偷”好友红包
激活“熟悉的陌生人”
移动社交的迅速发展，让我 引起那些与彼此价值观相近的
们拥有成百上千的“好友”。但是 好友的共鸣，促使“关注”随之
经过时间的沉淀，很多“好友”沦 产生，用户间的关系链也随之
落为“陌生人”，长年不联系，迫使 建立。“当平台系统通知我好友
我们不得不付诸“清理”行动，以 偷了我的红包的时候，第一反
腾出更多空间吸纳新的“好友”。 应就想去看是谁偷了我的红
传统的熟人语境，限制了 包，金额是多少，然后会产生一
用户关系链的拓展。这也是很 种‘互动’行为，也去拿他的红
多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交类 包，这样一来二去，在相互的互
APP后继乏力的原因。而随着 动中，和好友的关系自然哥更
社交产品去中心化趋势的发 加递进和友好。”
展，用户迫切需求建立一个全
偷红包的流行让人很容易
新的语境系统，有效地维系熟 联想到当年的全民偷菜。原本
人间的关系，为友情保温。
熟悉的朋友间，在拥有社交安
时下，一款关晓彤、小沈 全感的基础上，类似于“偷”这
阳、大张伟等众多明星都在玩 种互动成为了熟人间跨越心理
的熟人社交 APP——
—派派一 防壁的表现，越是关系好的朋
夜之间蹿红，其让用户深深受 友越能够通过此类方式感受到
用的“偷红包”功能，就是通过 彼此相处时的轻松愉悦。
苹果拟测试自动驾驶汽车
4月 14日，苹果公司获得 之外寻求新的增长点。也有报
了在加州公路上测试自动驾 道称，苹果可能不会致力于开
驶汽车的许可证。分析人士认 发完整的自动驾驶汽车，而是
为，苹果涉足自动驾驶汽车领 专注于开发自动驾驶软件，并
域，意在寻求给汽车行业带来 与汽车制造商合作。
颠覆，在苹果手机等核心产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