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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首届由ROG
玩家国度所成立的全新赛事
IP“SJSL-STAR JOUR-
NEY”电竞联赛（以下简称
SJSL）已于郑州等全国六大赛
区同步展开。本次郑州赛区
一共有50多支战队近300名
选手报名，这些都是来自河南
的顶尖战队，大部分来自于郑
州大学等高校，目前已顺利选
出晋级的前4强。

本次比赛在郑州大学的

ROG玩家国度官方旗舰店内
举办，店内特别规划了专业的
电竞比赛对战区，只为带给参
赛的玩家们一个体验职业选
手的真实感受；同时，240英寸
的高清屏幕，让所有电竞爱好
者在战队比赛的进行时也可
以同步观看直播，为自己支持
的校园战队助阵加油。当被
问及如何平衡学习跟游戏之
间的关系时，郑州大学电竞社
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电竞社

是把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结
合在一起，以线下交流为主，
早已不是传统的沉迷游戏。

SJSL 的赛程自 11 月 17
日至12月2日，比赛项目为英
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两款游戏，
赛程举办方式为线下赛，线下
赛是于全国六大赛区的ROG
玩家国度官方旗舰店进行，而
最后全国总冠军将在12月15
日上海的ROGDay现场诞生，
实现“星途永无止竞”的梦想！

办公室必备
小东西让办公室有大温馨

对很多人来说，办公室比
家呆的时间还要长，所以花点
心思绝对是值得的。

冬天办公室健康生活第一
要义，绝对非热水莫属。但热
水就要保温杯？OUT了。其实
有个不用保温杯也能喝热水的
东西，它的名字叫恒温杯垫。

所谓杯垫，当然不大。巴
掌大小，使用灵活。至于颜色
款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自己
去选好了，从少女粉到大气土
豪金，应有尽有。关键是，它适
合各种杯子，陶瓷、金属、玻璃，
尽管往上一放。当然了，各种
安全保护措施，厂家都替你想
好了，对于敬业的中国小家电
制造厂家来说，这些都是天空
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只
想问你，记者给你推荐的这个，
温不温馨，满不满意。什么？
去哪买？你要真问这句话正听
DJ版《探清水河》的记者能气翻
个跟头。现在这时代，还有什
么问题不能在网上解决的？

有了温度，还要有湿度。
你要是弄一个大加湿器放在办
公桌上，要么你是土豪，要么你
是老土。桌面喷雾加湿器，了

解一下。桌面加湿器特点，一
是小巧可爱富有设计感，二是
方便实用。加上价格实惠，尤
其适合北方室内有暖气的地
方。如果你用这个小东西敲开
妹子的心扉，恐怕让你改姓福
你都愿意。

家居少不了
冬季养生小东西搞定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人体
同样如此，冬季是一个要注重
养生的季节，在家里，不妨多添
几件养生的小东西，让你达到
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

其实养生说简单也简单，
吃好，喝好，呼吸好。吃好，选
择真不少，煲汤的，煮饭的，做
各种美食的，用心选一个吧。
喝的，也挺好办。榨汁机、破壁
机、料理机，保证了咱的营养，
还能花样翻新。当然，也别忘
记家里装个净水机，毕竟了解
到“千滚水”的危害后，现在大
部分家庭都抛弃了传统的饮水
机，使用烧水壶即烧即喝。可
是，自己烧的水饮用时似乎总
会有股味道，不如矿泉水可
口。其实，这都是自来水中残
存的氯气在作怪。如果家里真
没有净水机，同样有办法，现在
市场上有沸腾除氯的热水壶，
能够一键沸腾祛除水中残存的
氯气，帮你烧出健康的好饮用
水。呼吸好吗？当然不是紧闭
窗户防雾霾，空气净化器，大家
已经不陌生了。

当然了，既然是养生，就别
忘记了劳累一天，找一个靠谱

的小东西泡泡脚，按按脚。对，
就是足疗盆。即使你自己不
用，也应该给父母买一个，毕竟
父母健康才是儿女的福气。

出行好贴心
电动口罩可能让你动心

不管是从防雾霾的角度，
还是从保暖的角度，冬季在外
面出行，尤其是走路、骑行，口
罩你是少不了的。

那么麻烦来了，眼镜上有
雾水、防霾效果不尽如人意、戴
着憋气不舒服……估计很多人
都能罗列出一大堆口罩的原
罪。既然这样，要不你试试电
动口罩？不过这种新兴的东
西，一定要买效果、舒适度都比
较好的商品。电动口罩款式也
很多，按自己的爱好选就行
了。但记者需要提醒的是，产
品最好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
要有可以更换的防霾滤网；2.进
气速度可以调节，以保证舒适
度；3.要保证安全和美观。

说到电动口罩，多啰嗦几
句。买东西不要被厂家的种种
宣传词所迷惑，现在的净化器
市场，各种数据高高堆砌，我们
要善于拨开迷雾买好商品。

还有一点，电动口罩不要
盲目走进追求大风量的误区，
其实电动口罩本来就不需要太
大的风量，而为了风量牺牲掉
舒适度更是本末倒置，这就是
为什么推荐大家选择可调节产
品的原因。

冬季来了，对自己好点

这些3C产品你用得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小雪节气已到，天气马上进入很多人眼中真正的冬天。
猫冬的时代已经过去，冬季也要打拼，革命的本钱更是要好好
保养。当然了，时代在进步，咱们做3C的也不能落伍，与时
俱进吗？不然怎么能给大家服好务。虽然同是给大家推荐产
品，咱也不能停留在以前的取暖、净化空气上，而是针对大家
的需求，把那些既有功能性又有趣味性的新东西提供给你，才
能赢得你的芳心不是？不信你看看，今天记者给大家推荐的，
既可以自己用让自己的冬天过得更舒服，还可以给单身狗更
多的选择，把妹撩哥全都搞定。

三星Galaxy A9s
品鉴会走进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11 月 20 日，三星
GalaxyA系列媒体品鉴
会在郑州举行。被誉为
年轻时尚潮品的三星
GalaxyA9s，用创新性
的后置四摄镜头，多视
角探究郑州都市之美；
以潮流时尚的渐变色机
身，诠释了当前年轻群
体的个性和态度。

作为三星首款后置
四摄手机，GalaxyA9s
创新性的将超广角镜
头、长焦镜头、主镜头和
景深镜头整合到机身
内，以特定的镜头组合
带来多样化的拍照功
能，不仅满足用户在不
同场景下的拍照需求，
也在手机拍照领域树立
了全新的标杆。

作为专为年轻人打
造的时尚潮品，Gal-
axyA9s 也拥有令人感

到惊喜的机身色彩。不管
是代表经典的鱼子黑、代
表清新的柠沁蓝或是代表
浪漫的泡泡粉，都将年轻
人追求个性、时尚潮流的
性格特点体现得淋漓尽
致。而柠沁蓝和泡泡粉两
种基于“阳极氧化工艺”打
造出的金属渐变色，不同
的角度会呈现不同的视觉
效果，美轮美奂的色彩渐
变出了满满的科技时尚
感。

三星 GalaxyA9s 搭
载6.3英寸FHD+Super-
AMOLED超大全面屏，
营造出色的视觉沉浸感。
此外，GalaxyA9s还搭载
了 骁 龙 660 处 理 器 和
3800毫安大电池，能够充
分满足年轻消费群体在重
度拍照、体验影音娱乐时，
对手机性能和续航的强大
需求。

一加手机
举办郑州线下体验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11月 17日，郑州农
科路胡桃里酒吧，一加科
技举办了一加6T全速旗
舰线下体验会。活动现
场，30余名一加粉丝每人
一部一加6T体验手机，
进行精彩的吃鸡比赛、一
加知识答题比赛，以及朋
友圈集赞赢一加6T半折
券的活动。

活动一开始，组织团
队首先介绍了一加最新
旗舰一加手机6T的主要
特色，比如助力超大屏占
比的水滴屏、毫不妥协的
性能、优秀的夜景拍照
等，还为现场小伙伴讲解
了一加与美国最大的运
营商之一 T-Mobile 达
成全面战略合作，成功进
入全球门槛最高手机市
场。

在文艺气息浓郁的
胡桃里，现场一草一木皆
是拍照的好素材，而这些

都在小伙伴们手中的一
加 6T 里留下美好的影
像。一加6T配备了2000
万+1600万像素的后置
双 摄 组 合 ，采 用 了
IMX519传感器，双f/1.7
光圈，拍出来的画面纯
净、色彩真实，无论是噪
点还是白平衡都控制得
恰到好处，此外，一加6T
还支持OIS+EIS防抖，以
及强悍的超级夜景功能，
现场还为之布置了暗箱，
大家可以通过对比一加
6T和自己的手机，很多
小伙伴当场就忍不住大
喊要换机了。

朋友圈集赞赢一加
6T半折券的活动中，集
赞最多的小伙伴共有109
位好友助力，成功拿到半
价券，仅需1799.5元即可
买到全新的一加6T（8+
128版本）。

ROG玩家国度集结高手
助攻郑州校园电竞星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