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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是如何一步步
「承包」我們的生活的？
十幾年前用諾基亞手機玩貪吃蛇的我
們，一定不會想到，如今手機已經成了生活
必需品。出門什麼都可以不帶，但不能不
帶手機，掃碼、付款、刷公交卡、拍照、
聽歌、聯繫他人，都需要手機。不知不覺
間，智能手機一步步替代了MP3、相機、錢
包……以一己之力「承包」了我們的生活。
2022年可以說是智能手機的「成人之
年」，在業內看來，智能手機于2004年開始
嶄露頭角，次年中國互聯網用戶正式突破
一億大關。也正是在那兩年，諾基亞、摩托
羅拉等老牌巨頭推出首款智能手機，華為研
發手機芯片，OPPO正式成立，並逐步佈局手
機市場……
如今18年過去，站在「成人禮」的關
口，手機市場似乎展現出疲軟之態，很多人
認為，智能手機的發展觸到了天花板，很難
再有突破型的爆品出現，手機廠商們都在摸
索下一步該走向何方。但回顧過去不難發
現，事物的發展具有週期性，在需求側的變
化與供給側的探索之下，「瓶頸」也許正意
味著新的開始。
切入手機藍海
成立于2004年的OPPO今年正好「18
歲」。作為國產手機市場風起雲湧的見證者
和參與者，OPPO的成長史也是中國智能手機
的進化史。
最初，OPPO的主營業務不是手機，而
是當時流行的MP3、MP4，猶記得2005、2006
年，彼時的手機遠沒有如今這麼「萬能」，
人們 沉 迷超 級女聲 時 ，都 要一 邊用 M P 3 聽
歌，一邊用手機發短信投票。
憑借優秀的設計與影音表現，OPPO曾打
造出OPPO X3、X9、S9等經典產品，成為90
後的青春回憶。而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
民生活水平與消費需求不斷提升，OPPO創始
人陳明永意識到，吞掉MP3市場的不會是某
個品牌，而是手機，于是OPPO于2005年開始
瞄準手機市場。事實證明，他預判對了。
在陳明永看來，當時市面上的手機都比
較粗糙，不精緻，而外形精緻的往往用戶體
驗很差，OPPO想要嘗試打造出精緻、美觀且
用戶體驗良好的手機產品。
基于在MP3領域積累的影音優勢與技術
基因，OPPO于2008年發行了第一款手機，
獲得市場認可。此後OPPO逐步推出Real、
U529、A209等多款大屏音樂手機、翻蓋手
機、滑蓋手機，積累了第一批用戶。

在市場迅速擴容的東風下，那也成為
一個不同手機品牌百花齊放、各顯神通的時
代，每個細分領域都有領軍者，通訊、視
聽、電池、顏值等各擅勝場。
2008年還有一個標誌性事件——國內3G
通信正式啟用，移動互聯網開始逐步普及，
之後兩年裡，「能像電腦一樣上網」開始成
為手機的新目標。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手
機消費者對網絡視頻和移動電視的需求在
2010年突增，其中網絡視頻需求從2009年的
19.9%增加到2010年的33.2%，一年增長了近
一倍，與之相關聯的手機寬帶上網需求在
2010年也達到56.2%。
時代的浪潮下，手機廠商們紛紛響應新
興需求，蘋果推出了3G智能手機、HTC發佈
全球第一款安卓手機、小米于2011年橫空出
世、舊時代巨頭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智能
手機「大一統」時代轟然而來。
智能機的多元突破
智能手機時代，聽音樂、打遊戲、拍
照、看視頻等已經不再是手機的「附加功
能」，而成為「標配」；競爭核心不再是誰
「做得到」，而是誰「做得好」。
近10年間，智能手機的發展見證了消費
需求的升級與生活方式的變遷，OPPO也推出
過多款引領市場甚至改變市場的產品，成為
智能手機行業的參與者、推動者與引領者。
很長一段時間裡，自拍愛好者的首選手
機就是OPPO。在美顏自拍大行其道的年代，
前置攝像頭像素是手機廠商們重點突破的領
域，2013年，OPPO創造性地推出一款攝像頭
可旋轉的拍照手機OPPO N1，自拍時可以把
後置攝像頭旋轉過來當前置用，大受自拍愛
好者的歡迎。2014年，其升級版OPPO N3搭
載6400萬超清畫質電動旋轉攝像頭，也被評
為當年的「年度拍照手機」。
智能手機功能齊全，耗電快就成了「阿
克琉斯之踵」，過去，廠商們的關注重點主
要在電池容量、耗電性能上，OPPO前瞻性地
把目光投向充電速度上。早在2014年，OPPO
Find7就搭配了VOOC閃充技術，「充電5分
鐘，通話2小時」。2018年，OPPO進一步提
出SuperVOOC 超級閃充概念，可以在35分鐘
內充滿電，並快速在多款產品上商用。這一
系列產品在行業內掀起了快充技術的風暴，
自此至今，快充技術已成為智能手機的標
配。
快充技術已成為智能手機的標配

這也證明，作為供給側，廠商們不僅
要不斷響應消費者的新需求，也要通過對市
場的預判，疊加技術優勢，對消費需求進行
「引領」。就像在消費者心中種下一顆種
子，讓消費者意識到「原來還可以這樣」。
而當種子生根發芽，體驗閾值升上去後，就
不會再落下來，進而影響行業的全面變革。
除了自拍技術、快充技術之外，OPPO也
曾帶來其他突破型機型，如2012年推出首款
採用1080P屏幕的國產智能手機OPPO Find 5，
引領行業進入FHD全高清時代；2018年推出
的Find X新品，屏占比達93.8%，引領「全面
屏時代」；去年年底發佈的OPPO Find N首款
折疊屏產品，被稱為「折痕最淺的折疊屏手
機」，其採用OPPO自研的精工擬椎式鉸鏈，
成本是普通鉸鏈的4倍以上，是市面上工藝
最複雜、成本最高的折疊屏手機鉸鏈。配合
OPPO和三星聯合研發的120Hz鏡面屏，前後
歷經6版設計方案，才保證了「零感折痕」。
「開創性突破」是這段時間智能手機行
業的主題。手機廠商們專精自身優勢領域，
考驗的就是能否把優勢做到極致，並依靠對
技術的探索、精益求精與對消費市場的觀
察，不斷尋找新的突破點。
未來的無限可能
進入2022年，迎來成人禮的智能手機增
速見緩，無數聲音猜測行業是否迎來了天花
板？在探索極致的進程中，單純的參數上升
與場景技術迭代是否已經無法帶來突破性進
展？智能手機的下一個突破領域在哪？

答案也許未知，但有意思的是，早在
2008年，中國手機用戶達到6.9億之時，就
有人曾表示手機市場已趨于「飽和」。而如
今，中國智能手機用戶已突破9.5億。
這個市場仍然充滿活力與潛力，手機廠
商們也在以手機為中心構建「雙管齊下」的
戰略——縱向深挖底層技術，革新體驗；橫
向拓展服務邊界，多方向突破。創新是永恆
不變的主題，品牌們也從沒有失去試錯與革
新的勇氣。
去年年底，OPPO推出首款自研影像專用
NPU芯片馬裡亞納X，事實上，早在2017年，
OPPO內部就已開啟芯片研發工作，積累了一
定的專利優勢，並積蓄了量產的供應鏈能力
後，才正式問世。「造芯計劃」是OPPO對基
本功與硬實力的縱深夯實，也為高端產品體
驗帶來了新的突破點。
「潘塔納爾」智能生態系統則是OPPO
的橫向開拓——基于「萬物互融」的趨勢，
以智慧跨端系統，打造不同場景化服務的開
放能力，讓手機成為連接其他智能設備的媒
介，可以做到智慧車空間、一站式出行、無
界協同辦公、跨端回憶相冊、多端安全守護
等多項功能，用戶體驗更加無界、順滑。
萬物互融時代的無界體驗
同時，潘塔納爾也與馬裡亞納、智能雲
兩大關鍵技術聯合，形成了OPPO萬物互融的
堅實技術底座。這是OPPO旨在突破的未來方
向，也是OPPO以創新為原動力之下，不斷地
自我革新。

考上211名校研究生，他們為何棄讀？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近年來研究生
招考日趨激烈。然而，一些學生在經歷廝殺
過後，甚至面對「985」、「211」院校卻選
擇「錄而不讀」。近日，中國政法大學32名
研究生放棄入學資格一事引發關注。
據悉，校方已無法再為空缺名額補錄。
有觀點認為，這事實上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
費。「錄而不讀」現象，一直以來頗受爭
議。
也有教育學者認為，讀與不讀均為學生
的自主選擇權利。不讀或意味著學生有了更
好的發展機會或更適合的選擇。另一方面也
要提高教育的回報率。
事實上，所有的爭議都繞不過緊缺的錄

以字會友

取名額，據估算，今年的考研人數或將突破
500萬人。為何連知名「211」大學也出現了
棄讀現象？
連年發生
眼下，多所高校相繼發佈招生簡章，又
一年的考研大戰即將拉開序幕。像中國政法
大學這樣的211名校，對于廣大學子來說頗具
吸引力。
但近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發佈的
《關于陸某某等32名研究生放棄入學資格的
公示》，一度引發熱議。「211」高校也不香
了嗎？
32名學生中，有15名內地碩士研究生、
7名內地博士研究生、4名港澳台地區研究生
及6名外國來華留學研究生。在內地碩士研究
生中，棄讀專業包括法與經濟學、法學（法
律）、訴訟法學、國際法學、公共管理、工
商管理、法律（非法學）、比較法學。其
中，工商管理專業佔了7人。
公示中提到，我校2022級研究生新生
（含往年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今年報到的學
生）應于2022年8月28日-29日入學報到。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規
定》(法大發[2021]62號)第五條「新生因故不
能按期入學的，應當于報到日前以書面形式
向所在二級培養單位請假，並附相關證明，
二級培養單位應當在報到日期結束之後，按
照學校要求將請假學生的情況匯總後向研究
生院備案。請假時間一般不超過2周。未請
假、請假未獲批准或者請假逾期不報到的，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以外，視為放棄入
學資格。
據官網披露，中國政法大學2022年碩士
研究生擬錄取名單于4月18日公示，公示期為
10天。
事實上，研究生棄讀現象已連年發生。
注意到，去年，中國政法大學也曾取消38名
研究生的入學資格。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一名工作人員告
訴，這些研究生放棄入學資格並不會對其個
人檔案或信用等造成影響。但據瞭解，校方
已無法再遞補錄取。該工作人員還提到，學
校針對研究生放棄錄取或入學資格也在官網
上發佈了相關規定。
除中國政法大學外，近幾年，也有多
個大學因學生「錄而不讀」引熱議。去年，
蘇州大學68名研究生被校方作棄學處理；前
年，太原理工大學49名研究生被學校視為放
棄入學資格；2019年，湖南大學研究生院69

名准研究生「錄而不讀」引起廣泛議論，
「985」大學也開始出現在該話題的討論中。
因何棄學
錄而不讀的另一面，是研究生報考人
數屢創新高。2019年，已呈快速上升趨勢的
研究生報考人數首次突破250萬，達到290萬
人，比上一年增加了約52萬人。去年，研究
生的報考人數就已經飛昇到了457萬人，2023
年這個數據預計將突破500萬人。目前，研究
生的錄取率只在30%左右。
通常，一些學校會讓學生在獲得錄取資
格後簽署意向書，也有些會後續電話聯繫學
生確認意向。在某研究生退學話題論壇上注
意到，錄而不讀的原因有多種，如同時考上
編製、出國留學等。此外，放棄調劑名額也
是一種常見情況。按常規流程，放棄調劑名
額需要在調劑系統上操作，系統關閉後，一
般情況下就不能再補錄了。因此，一些棄學
的爭議也與此時間節點有關。
在今年的研一新生張勁可（化名）身
上，放棄名額的想法源于不願意及不甘心。
去年，他在調劑系統上推掉了4所學校的錄
取。
「初試有點緊張沒做完試卷，分數剛
好差了一點」，張勁可說，調劑的院校中也
有兩所全國重點大學，因此作出決定並不容
易。最終，用他的話說，「哭著放棄了擬錄
取，把名額遞補給後面的同學」。今年，他
考上了自己心儀的「985」院校。
李蕾（化名）的名字也一度出現在一
所重點大學的新生報到名單上。但在即將開
學之際，她還是撥通了導師的電話。在和輔
導員、系主任等逐一交流，並得到家長簽字
後，她向學校遞交了入學資格申請書。幾周
後，學校寄回了她的檔案。
李蕾解釋稱，其本科也是一所重點大
學，且從她的角度看，調劑的院校地理位置
更偏，專業也不理想。「與其受苦三年，不
如快刀斬亂麻」，她選擇「二戰」。去年，
她的目標是一所「985」院校，但今年她最終
在一個末流「211」院校「上岸」，但她喜歡
自己的專業。
「二戰」的風險也只能自行承擔。「我
就是拒絕了對方學校的擬錄取，剛好招生老
師打電話給我確認了一下，系統裡就解除
了」，林淼（化名）向說，他的本科是一所
「211」，雖一志願失利，但原有機會調劑到
另一所「211」。
高考結束後，林淼就有過再來一次的

想法，他將「二戰」視為這種內心不甘的
延續。但因最後一門專業課出現了「滑鐵
盧」，最終他與自己心儀的院校失之交臂。
是否影響招生秩序
學生是否擁有錄取資格的完全處理權？
客觀事實是，如果他們未在規定的時間內提
出放棄錄取名額，指標就浪費了。針對這種
現象，也有專家認為，「錄而不讀」事實上
是一種不誠信的做法，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
費。
「學校很被動，學生又感覺自己很無
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向
表示，「錄而不讀」 現象在本科階段也存
在，主要原因是缺少相互之間的溝通和瞭
解，學生一方的知情權整體不足。
在儲朝暉看來，學生的這種決定在一
定程度上是損害了錄取學校利益的，但要完
善和改進，仍舊要從管理、招生的體制上著
手。

錢昆疫下打油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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