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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替代微博
成 2011 最火爆沟通方式
8 月 3 日 腾 讯 微 信 2.5 for iphone 版本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革”， 支持视频拍摄和 LBS 定位系
统， 此外还加入了语音记事本、群
名备注、手机号注册、个性签名、系
统通知等功能。
目 前 ， 微 信 2.5 暂 时 只 支 持
Apple 平台， 记者在 APP store 下
载排行榜发现， 微信在 iphone 免
费应用软件排名居第七位，这样的
排名是远远领先同类产品。 排名和
下载量说明了腾讯微信的受欢迎
度之高。

2010年 什 么 最
火?非微博莫属。去
年是微博的天下，网
络上流行“没个微博
都不好意思和别 人
打招呼”，“今天，你
织围脖了吗?”。 而今
呢？ 又是谁的天下？
近日， 一款以移动
终端设备为载体 的
即时通讯软件走 进
了大众的视线，它就
是：微信。

微信火爆缘由之一
LBS 帮你找朋友

三星专卖店
简 介
拉萨 Samsung 专卖店成
立于 2008 年底,为三星（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在拉萨唯一
授权专卖店。 专注于三星手机
及其配件的展示和销售。 公司
与三星保 持 着 良 好 的 合 作 关
系, 为其核心合作伙伴之一,所
销售的三星手机及原装配件均
为三星厂家直供, 保障了各款
新产品能在第一时间上市,拥
有充足的货源和相对较低的进

微信 2.5 版本特有的 LBS 定位
系统。 据记者了解，LBS 定位功能，
腾讯微信是首开先河。 用户开启
LBS 功能后，同时打开手机的定位
服务， 就可以发现周围 1000 米范
围内同时在使用微信的人，大胆的
和陌生人打个招呼，微信找朋友就
是这么简单。 可以说 LBS 功能增强
了微信的可玩性，这一功能受年轻
人的追捧。

微信火爆缘由之二
隐私设置，隐藏你的位置
微信 LBS 功能让大家的社交
圈成几何级的扩大，真正的线上和
线下社交的结合，也有网友对自己
的隐私有所担忧。 记者发现微信特
有的隐私设置从根本上解决了大
家的顾忌。 进入隐私设置，清除“
我
的位置信息”，清除后，其他人就无
法通过微信 LBS 功能找到自己。 在

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腾讯产品的
人性化和创新性。
此外，在隐私设置里
“
把我推荐
给 QQ 好友”、“通过 QQ 号搜索到
我”、
“
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这些功
能都是可以关闭的，关闭后，只能通
过微信号找到自己。 开启
“
加我为好
友时需要验证” 避免了不必要的骚
扰，这类似于 QQ 的好友验证。

微信火爆缘由之三
视频随拍随发
据业内人士分析，微信首发视
频功能，是基于以用户价值为依归
的理念，始终考虑如何最大限度的
满足客户不同沟通需求，而一些类
似软件，还只是停留在文字、图片、
语音传输这样的阶段，在产品功能
上没有太多的创新。 而腾讯微信视
频功能的加入则是从不同方位满
足了用户的沟通需求，将用户的沟

通价值最大化。

微信火爆缘由之四
让手机变成对讲机
“人在哪儿， 晚上有空一起吃
饭吗？ ”在开车的时候，夏先生对着
手机说了一句， 不用打电话发短
信， 拿起对讲机交代几句就行了，
微信、米聊、KIK……微通信软件让
白领们 fashion 起来。 “微通信很
方便。 ”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张先生
赞不绝口。“工作上的事情，只要按
下通话键说话，同事就能够收听到
了。 ” 而微通信的功能不止这些，
“我老婆喜欢用微通信来监督我。 ”
张先生哈哈一笑，“她也觉得方便，
随时随地了解我在哪儿。 ”
除了便捷，微通信吸引白领的
还有便宜。 由于微通信只收取流量
费，比起打电话发短信的通信费要
便宜得多，这使得崇尚实惠生活的

白领们“
趋之若鹜”。 微信用户庞先
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走 GPRS
流量的微通信，1M 流量才一块钱，
就可以发上千条文字消息、 十张
图。 而 30M 流量就可以发上千条
语音。 ”不过，庞先生还建议白领
们：“最好有 20M 以上流量的上网
套餐，不然超出流量会很贵。 ”
业界人士分析认为，具备 LBS
功能和视频功能的微信在智能手
机日益普及的今天代替微博成用
户首选是必然的。 微信实现了和
QQ 好友、腾讯微博、QQ 邮箱、手机
通讯录的连通，是名副其实的“移
动 SNS”。 从腾讯微信有关部门了
解到，目前微信的用户数已经达到
1500 万，这样的用户增长速度是惊
人的。 从往日的“你织围脖了吗?”
到今天的“有事没事，微信见”。 让
我们尽情享受，腾讯微信带给大家
的互联沟通新世界。
（电脑报）

货成本优势。
欢迎各位新老顾客来本店
了解三星最新的手机信息,以
及试用体验各款真机。 本店将
为各位提供从手机的展示 - 真
机体验 - 销售 - 指导使用等一
系列服务。
拉萨Samsung 专卖店地址:
拉萨市北京中路 43 号

联系电话：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拉萨分公司

天翼视讯就是手机影视，
为您带来畅快淋漓的各
类电视、影片直播、点播
和下载服务。目前主要有
CCTV 各套节目、凤凰卫
视、NBA 赛事、 第 一财
经、东方卫视等，还有大
量精彩影视等节目。
PC 下 载 地 址 ：http:
//tysx.winvod.com/
手机下载地址：点击天翼
的天翼视讯或手机影视
或 输 入 http://v.vnet.
mobi。

手机 QQ 是由腾讯公
司推出的一款即时通
讯软件，免费下载及使
用，支持群和好友分组
等功能， 和电脑 QQ
同样体验。
PC 下 载 方 式 ：http:
//www.qq.com
手机下载方式： 点击
QQ 图标或输入 http:
//3g.qq.com 下载对应
的 QQ 版本。

手机登陆各证券公司
手机网站， 根据手机
属于支持 JAVA 还是
ANDROID 操作 系 统
或 是 windowsmobile
操作系统， 下载相对
应的炒股软件并安
装，免费信息，只收取
流量费， 具体可咨询
各证券公司客服。

189 邮箱是中国电信针对
C 网手机用户提供的新一
代的邮箱服务， 在具备常
规互联网基础邮件服务功
能的同时， 充分发挥利用
手机的移动优势， 让用户
可以通过短信、彩信、手机
上网等方式， 随时随地处
理邮件。 另外还具有免费
短信发送、邮件到达提醒、
网络硬盘等功能。
PC 登陆地址：http://www.
189.com 手机登陆地址：
点击天翼的 189 邮箱或
输入 http://wwap.189.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