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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条评论

碁读作 Hóngqí 还是 Hóngjī 的问题已经在网络上引起很多的争议了，我搜索了一下，综合知乎上的一些已有讨论，目前
已有的看法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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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 Hóngqí 的人主要有以下证据或者推论：
在中国大陆的词典、输入法中 "碁" 只有唯一的读音是 qí。
在中国台湾，虽然 "碁" 可以读 jī 或者 qí, 但是读作 qí 时通 "棋", 和 Acer 创始人爱棋符合。
在部分活动中，部分媒体将其读作 qí。

HTTP Path 匹配和参数提取
Java 里 long 可以计数多久
并发编程 Promise, Future 和 Callback
golang 以 dom 方式解析 xml

认为 Hóngjī 的人主要有以下证据或者推论：
没有注意到 "碁" 的写法，误认作 "基",因此读成 jī。
在中国台湾，"碁" 读 jī 时有根基的意思，含义上说的通。
在中国的很多媒体、台湾的很多媒体包括一些官方活动中，部分内部人士都读作 jī。
看讨论以及搜集到的资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个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合适？我直接发送邮件给 Acer 官方询问了这
个问题，得到的答复如下，所以 宏碁读做 Hóngj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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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读做 Hóngjī”12条留言
安心博客: October 11, 2013 at 9:27 am
在台湾和香港，碁不只是读qí；它的另一个读音为：（ㄐㄧ） jī .
◎读 qí 时同“棋”：(1)一种文娱用品.下棋时双方按规则摆放或移动棋子来比输赢. (2)指棋子.
◎读 jī 时通“基”：表示根基、根底

Reply

Simnovo: October 11, 2013 at 11:11 am
你这是有多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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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衣: October 11, 2013 at 7:27 pm
@Simnovo 就是蛋疼的感觉- –

乌帮图: October 12, 2013 at 9:48 am
博主牛啊，这个问题貌似纠结了这么多年，也没人求证一下，现在终于明白了。

起衣: October 30, 2013 at 1:01 am
@乌帮图 -.- 闲得慌

Louis Han: October 15, 2013 at 7:06 am
心中的“红旗”轰然倒塌

起衣: October 30, 2013 at 1:02 am
@Louis Han 粉碎它！

折腾: October 15, 2013 at 2:35 pm
以前也一直纠结过

起衣: October 30, 2013 at 1:03 am
@折腾 最开始以为查下字典就搞明白的事情，后来上网再一找，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FINLE: March 10, 2014 at 8:55 pm
受教！！！我要收藏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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