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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拟
在三亚市海坡片区权属用地内建设“三
亚湾新城港湾区”项目，根据《海南省民
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
面积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现对其
申请的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
面积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
作日（2016 年 3 月 1 日—3 月 14 日），详
情请登录三亚城市规划信息网
www.sanyaup.gov.cn 查询。如有意见，请
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规划局
2016年 3月1日

关于“三亚湾新城港湾区”
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的批前公示

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承建的东
环铁路（三亚站至田独站）沿线建筑整
治工程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竣工，现我
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工程
项目债权债务等后续事宜，请与本项目
有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见报之日
起 45 天内持相关合同及证件向清算组
申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8979191210（刘先生）
13607041813（黄先生）
0791-83960757

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 2月26日

清算公告
经本人申请，三亚市农业局调查核

实，我市现有两家农药店的法人代表
需要进行变更。现公告如下：

一、三亚崖城于淑贤农药店，原法
人代表为于淑贤，现变更为陈松涛（于
淑贤与陈松涛为母子关系）；

二、三亚崖城天封利民农药店，原
法人代表为严海，现变更为严若彬（严
海与严若彬为弟兄关系）。

公示期为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8 日，凡对上述法人代表变更有
意见者，请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
农业局反映。

联 系 电 话 ：三 亚 市 农 业 局
0898-88272023

三亚市农业局
2016年 3月1日

公 告

眼见不一定为真

记 者 了 解 到 ，妮 娜·彭 左（Nina
Penzo）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她在博
客网站 Tumblr 上传了一张阿迪达斯
外套的照片，并向读者发问这到底是
黑棕色的还是金绿色亦或是棕绿色，
结果这张图迅速火爆 Tumblr，并逐渐
向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蔓延，后来这张
照片迅速引起国内网友的关注。

除了妮娜·彭左所说的黑棕色、金
绿色和棕绿色，有网友看到觉得是绿
色，有网友看到觉得是蓝色，还有网友
觉得是灰色。此外还有认为是黑白
色、红色、白色、蓝白色、黑金色等颜
色的网友。

类似的衣服曾出现在一年前，一
件连衣裙也同样引燃了网民的讨论

“大战”。除了“蓝色+黑色”和“金色+
白色”，还有人认为是“绿色+紫色”、

“蓝色+橙色”。
据新闻网站 Buzzfeed 统计，去年曾

有 16000 名用户转发该条信息，72%的
用户认为连衣裙是白金颜色的，10%
的用户则认为是蓝黑色的，其他人则
认为是别的颜色。

很快网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打着
专家解释旗号的言论领域，一时间真
伪难辨，甚至有人将此引到了生物学、

演化论。更为担忧的是，很多人将其
当成判断眼睛好坏的标准，甚至有人
担忧自己是不是“瞎”了一辈子。于是
人们期待真正的答案。

当时有网友为了“寻找真相”，专
门到售卖该裙子的品牌网站查看，发
现这条裙子只有三种颜色：“白色+黑
色”，“粉色+黑色”和“蓝色+黑色”，
并不存在“白色+金色”这个选项，经
查证后知道这件连衣裙是“蓝色+黑
色”。

背景颜色影响判断

为什么人们看到同样的一张照片
会认为是不同的颜色呢？果壳网科学
达人专门进行了解释——背景颜色影
响判断。

“光透过晶状体进入眼睛，不同波
长的光对应不一样的颜色。光线打在
眼球后部的视网膜上，色素感光后通
过神经连接将信号传入视觉中枢——
在 那 里 ，大 脑 将 这 些 信 号 处 理 成 图
像。”果壳网科学达人 Rogers 说，这两
张照片触碰到了感官的边缘地带。人
眼演化得适合在日光下看清东西，但
是日光的颜色会变化，其变化范围从
黎明时的粉红色，到正午的蓝白色，而
到黄昏时又变回了粉红色。

“当你看见连衣裙那张照片时，你
的大脑正在根据日光矫正这种色差。
所以如果人们认为光源是蓝色从而忽
视蓝色的部分，则他们看到白色和金
色；而如果他们忽视金色的部分，则他
们看到蓝色和黑色。”科学达人 Rogers
说，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人的视觉感知
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情，在以前就有过这样的讨论，只不过
没有这次讨论的范围这么广。”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视光
部主任倪海龙说，这是不同个体的正
常人眼视觉神经生理和心理物理适应
的差异化感受。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光照背景，
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所处地位会不一
样，所以感知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
外界环境变化和视觉感知相互影响。”
他说，现在仅仅是看照片会这样，就算
看到实物，每个人的感官也会有不同，
只不过不会像现在差这么多。“东西是
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的观点会不一样，
看的环境和角度不一样，仁者见仁。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一个姑娘，有人觉
得她漂亮，有人觉得她不够漂亮，甚至
有人觉得她很难看，但是这些观点都
不会影响这个姑娘的长相。”

“魔性外套”引爆网络
本报记者 蔡炳先

在去年的“白金VS蓝黑”连衣裙红遍网络后，2月29日，另外一件
“魔性外套”再现江湖，，引起网友新一轮的争论，有网友看到觉得是绿
色，有网友看到觉得是蓝色，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张普通的照片让
社交网络分化为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

这两件衣服到底是什么颜色？

刚刚进入 2016 年，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2016 年第一网红”
papi 酱。这个 papi 酱没有网红标配的欧式双眼皮和 V 字脸，更没
有和天王谈恋爱，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迅速蹿红，如今微博粉丝
已经超过 400 万，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分分钟超过 10 万+。
她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是“贫穷+平胸”，口头禅是“我是 papi 酱，
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从 2015 年 10 月，papi 酱开始
在网上上传原创短视频。她以一个大龄女青年形象出现在公众
面前，对日常生活进行种种毒舌的吐槽，幽默的风格赢得不少网
友的追捧。于是，这个“网红”就靠着才华火起来了！

女文青变成“谐星”

刚开始，papi 酱在网络上的轨迹跟很多普通的女生无甚不
同。2013 年，她还是个画风正常的文艺女青年，在天涯社区上开
了一个名为“Papi 的搭配志”的帖子，上传了自己不少日常衣服
搭配的照片；评论大多赞扬她“是个美女”、“很漂亮”，但没有任
何走红的迹象。

直到 2015 年，papi 酱跟大学同学霍泥芳开始以名为“TCgirls
爱吐槽”的微博账号发表短视频，此时的她完全抛开美女包袱，

以七情上面的浮夸表演博得网友的纷纷点赞。后来，papi 酱开
始编辑自己的视频素材，以变声形式发布原创的视频内容。她
的语言混搭系列十分出彩，“上海话+英语”系列短视频中，她饰
演一个在电话中劝闺蜜与渣男友分手的女性，连珠炮似的把上
海话、英语、日语流畅地融合在一起：“侬到底有没有 understand
现在这个 situation 是什么样啊？”除了语言系列，她还有很多戳中
年轻人笑点的吐槽视频，如何跟讨厌的亲戚过春节、明星获奖时
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一谈恋爱就讨人厌……这一类视
频让不少网友高呼“说出了我的心声”，也为 papi 酱赢得更高的
人气。

不靠颜值靠才华

虽然被网友戏称“女版黄渤”，但是 papi 酱的颜值并不低，甚
至跟年轻时的苏菲·玛索有一丝相像。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她偏
偏走上“谐星”的道路，这种“反差萌”也是她制胜的一大法宝。

但是，仅仅靠反差，并不能解释 papi 酱的走红。她本科和硕
士都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做短视频，实际上是一份“专业对
口”的工作。papi 酱的视频透露出一股浓烈的草根气息：视频背
景十分居家，不是在客厅就是在房间；papi 酱本人也经常以运动
衫+素颜的形象出镜。不过，这种“粗糙”或许是有意而为之。
论制作过程，这些短视频一点都不简单：短短的几分钟视频需要
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来拍摄、剪辑；对视频的节奏需要精准的把
握，才能够呈现成品中的爆笑效果。因此，papi 酱每个视频中的
自我介绍“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可不
是一句大话。

如今，papi 酱已被称为“2016 年的第一网红”。令人咋舌的
走红速度不禁令人疑惑：papi 酱背后，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团
队？但是，papi 酱在接受腾讯娱乐专访的时候澄清：“我没有推
手，幕后没有，幕前没有。有那么多粉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
表示，视频的取材完全基于自己的生活，写段子的速度则要看自
己的拖延症程度了。

有爆料称，papi 酱已经与 Angelababy 的经纪公司签约，但她
本人只承认与 Angelababy 的经纪人是同学，目前没有成为艺人的
想法。她表示，接下来还是会将重心放在视频内容和毕业论文
上。

（据《羊城晚报》）

“2016第一网红”papi酱
走红不靠颜值靠才华

趣图

兄弟，快一点，我们还要赶着去拯救世界呢。（设计说明）

神啊，多给我出几张钞票吧。

我这样挡着，谁都看不到我的密码。

你放心取钱你放心取钱，，有我在有我在，，不怕歹徒不怕歹徒。。

成都一家外企的员工卢女士向公司
请了病假后，转身开始自己的度假旅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卢女士同时将度假照
片晒到了微信朋友圈中。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从成都公证处获悉，日前，该处办理
了一起“微信朋友圈证据保全”公证。凭
借这一公证，公司最终成功解聘了涉嫌骗
假的员工。

朋友圈照片显示
她请病假去旅游度假了

卢女士是成都一家外资 IT 企业的管
理人员，平时收入不菲。去年国庆假期
后，卢女士以身患重病为由，向公司提出
了请病假请求。由于卢女士提交的各项
手续齐备，公司同意了她的请假申请，并
按照劳动合同法向其支付了工资和各项
补贴。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去年年底的一
天，公司负责人陈先生在浏览微信朋友圈
时发现，卢女士的朋友圈自她请假以来的
状态全是其在全世界旅游的照片。当中，
卢女士不时以各种景区做背景自拍，所发
微信下面的定位地点也显示，卢女士当时
确实就在照片显示的景区。

公证保全证据
公司与她解除劳动关系

了解详细情况后，公证员李春慧制定
了“微信朋友圈证据保全公证”方案。通
过陈先生手机，一步步将卢女士发在朋友
圈中的照片、文字以及定位地点等全部进
行证据保全，并出具保全公证书。最终，
该公司凭借此公证书，依公司管理规定与
卢女士解除了劳动关系。

李春慧介绍，企业所做的为电子信息
证 据 保 全 ，“ 近 年 来 ，对 包 括 来 往 邮 件 、
QQ、微信聊天信息以及网页等电子信息
要求做证据保全的，越来越多。对于日后
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采取一定的
措施，先行予以收集、固定并进行公证，有
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成都商报》）

女子请病假旅游
晒朋友圈被开除

真是给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