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年"来到#大家都
在为!回家过年"做准备#可有
调查显示# 近!"#的网友会为
!过年回家"而烦恼$ 网友们集
体大晒过年的烦恼#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囊中羞涩发愁$

网友!小清新$%$"是个刚
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 她表
示很盼望春节能回家和亲人团
聚#一起吃个年夜饭#看春晚#

!但对于我来说# 压力不小的#

我想应该是每个刚开始打拼的
月光族共同的烦恼吧"$

网友!&'()*+%猩"则为春节
的开支叫苦%!去年春节回家的
机票&请亲戚朋友吃饭#给父母
过节费等#花了两万$ 最烦恼的
是给小孩子的压岁钱竟然上升
到每人,"""元$ 压岁钱是图个
吉利#有必要这样吗' "

二是害怕或厌恶被人问及
婚恋大事$!-.丛容"说%!每到春
节回家# 家里的亲戚们就催促
(赶快找一个吧)# 就连邻居也
跟着一起催**真是不胜烦
恼$ 俺咋就成了大龄剩女了
呢' "

三是为春节期间 !繁重"的
拜年!任务"而头疼的网友也不
少$

!香葱梳打饼干"称%!结了
婚在山东老家春节就要挨家挨
户地串门走亲戚$ " 网友抱怨
称# 好不容易几天休息的时间
被走亲戚占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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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一张冠名为!浙江温岭大小
领导骑自行车体察民情#,"辆警车鸣
笛开道"的照片#在微博等网络空间
热传#照片里几辆警用摩托开道#后
面跟着一些戴帽骑自行车的人#旁边
还有记者在摄像$

1日晚#温岭市委宣传部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图片中是该
市举办的公共自行车启动仪式#绝非
网上说的!领导出巡作秀"#而且只是
为了保证交通畅通#才请了几辆警用
摩托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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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网友!心一海2重生33"在
新浪微博发帖#称浙江省温岭市政府

!骑自行车上班#,"辆警车鸣笛开道#

电视记者随行跟拍#警察高音喇叭呵
斥行人让道**"从配图中#可以看
到几辆警用摩托车列队前行#后面确
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图片称这些领
导是!出巡&体察民情"$

据,月,日出版的 -温岭日报.

报道# 4 " , ,年, 4月5 ,日# 温岭市
举行了 !社会保障市民卡暨公共自
行车启动仪式"# 市委书记周先苗等
市领导和与会人员一起# !骑上崭
新的公共自行车# 沿锦屏公园四周
路段# 宣传公共自行车服务"$ 据报
道# 这次共有5"""辆车投入到了该
市6"多个站点$

报道配发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周

先苗领先# 后面跟着很多自行车#前
面则是警用摩托车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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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民任霄+化名,当时就在
现场#他说网传照片是真的#确实有
警车开道#不过微博描述不准确$

任霄说# 当时那些领导不是上
班#也不是出巡#确实是在启动仪式
上体验公共自行车# 他们绕着市委&

市政府对面的锦屏公园转了一圈#骑
得很慢#大概耗时4"分钟$ 警车开道
也确有其事#!我估计他们是想以示
隆重"$共十辆警用摩托#最前面是两
名女交警$跟在警车后的有一百多辆
自行车#!应该是按职位高低#市委书

记在最前面# 后面有别的市领导#各
个部门领导等"$任霄说#他在现场没
有听到鸣笛#也没有所谓的!高音喇
叭呵斥行人让道"# 锦屏公园周围人
和车都不多#!我觉得不算扰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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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作秀/" 1日晚# 温岭
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公共自行车是当地推
行的一项惠民工程$ 而针对骑车人
里面是否有市领导的问题# 他表示
!还要进一步核实"$

至于警车开道# 这位副部长表
示#只是为了交通顺畅$ 该市市委书
记周先苗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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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来沪务工人员小刘介
绍# 他发现铁道部的火车票售
罄#于是搜索了排在百度搜索结
果第二位的网站$

小刘这次进入的网站叫!全
国列车时刻表查询及火车票在
线预订 "# 网址是 7889:;;8.<*+=

>?+<.=-@A# 它是知名旅游网站
!去哪儿"网的火车票频道$

这个网站上尽管显示剩余
票量是 !未知"#但!买票"的按钮
却可以点击进入$

!我想都没想就点击打开了新
的页面# 准备买B414;B415次动
车$上面显示有好多车票代理公司
的名字$我点了第一个#(逍遥行上
海营业部)$ "小刘再次搜索他具
体订票的那家!逍遥行上海营业
部"$ 在搜索结果的第四个网页上#

他 找 到 了 一 个 服 务 热 线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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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过去#他们问我手机号
码#查了一下说,C号的票没了#问我
要不要,1号的$我说要#他们说先把
,C号的票款退给我# 并问我是用什
么银行卡付的$ 得知我是通过建行
付款以后# 他们叫我去最近的建行
DEF机#说马上退款给我#并叫我不
要挂机$ "

C分钟后# 小刘来到建行网点$

!他们先叫我查余额# 看看钱扣了没

有$ 我不清楚以前的余额#他们就问
我现在是多少#我说,5万多$ 对方问
我有没有看到(申请退款)的按键$ 我
说没有$ 他就告诉我点(转账汇款)$

我说那不变成再给你钱了#你没
骗我吧$对方说我用的这台DEF系统
太旧了#(申请退款)就是要到(转账
汇款)里面#再根据他们说的(交易代
码)操作才行$ 当时我尽管有些怀疑#

但回家心切#就按他说的做了**"

就这样#小刘按照电话提示#鬼
使神差地将0=3"03万元资金转给了
644!""5C4CGGGGG,5,1这个账号#户
主姓冯$而!03"03"正是对方谎称的
!交易代码"$ !我刚转好账#那边就
挂机了$我立刻再打过去#这次换了

个人接# 他告诉我前面工作人员是
新来的#业务不熟$退款操作不是那
样的# 叫我立刻回家到网上银行重
新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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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回到家以后# 电话那头故
伎重演# 再次让他进入网上银行的
!转账汇款"栏目$!这时我开始冷静
了#这会不会是个骗局' "

随后小刘报了案$ 记者联系相
关接警人员#对方表示#初步判断#

这可能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务工人员
临近春节返乡心切心理而实施的网
络诈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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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反映# 广西武鸣县一村
委会一年花销40万元组织部分人员到
北京等地!考察"#费用存在账目与报
价不符等问题#引起网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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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一家网络论坛反映 #

4",,年换届选举前# 广西武鸣县双桥
镇伏林村委会公布的账目中# 其中
4","年全年旅游考察开支高达40万多
元#其中一笔!北京6日游"的费用#公
布账目比旅行社标价高出一大截#部
分村民在批评村委会!公费旅游"的同
时更质疑其!做假账"$

一些村民查找相关资料后认为#

4","年去北京旅游的账面费用与旅行
社实际报价不符$ 他们说#根据当初旅
行社发的日程表# 上面标价仅为466"

元!人#当时去的村民每人还交了C""元
自助金#但在公布的账目上#去北京的
考察费为,13334元# 其中村委开支
,66!,!元# 村民自费454!C元#03个人
的平均费用为56""多元#账目!虚高"

好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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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伏林村在资金使用&财
务管理方面的确存在不公开& 不规范
之处$

伏林村现有1""多户51""多人#

4",,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为50""元#

4""3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6=6万多
元#4","年则增到!C5=!万多元# 其中
!5"多万元为征地补偿款$ 也恰恰有了
这笔!横财"#让村委会在4","年一口
气外出旅游考察6次$

针对账目虚高的质疑# 村负责人
阮超恒承认# 人均466"元的费用仅是
旅行社规定线路# 而村委会组织的旅
游团除规定线路外# 还增加了去天津
参观的景点# 此外村委会还给每位成
员购买了烤鸭等礼品$

专家认为# 目前部分农村财务公
开中涉及的一些重大财务事项如基建
费支出&承包费收缴等不全面&不明细
问题较多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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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两个主持人唱着双簧#语速不停&声音
高昂地推销某一种不知名商品#不过和
最近一段1分钟左右的!咆哮推销哥"视
频相比#那些简直都是浮云#彻底颠覆
了之前大家印象中的推销模式$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为
了回馈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今天我们
举办了一个活动# 来个智能手机推介
会"$这不是警察内部联欢会#而是学生
宿舍的内部娱乐$ 随着这句开场白#由
两位身穿警察服的同学主持的 !推介
会"正式开始了$ !推介会"的主角真的
是先声夺人啊#!4",,年智能手机横空
而出/ "歇斯底里的警服!推介专家"让
人顿时感到!振聋发聩"#视频中的!专
家"几乎要喊破嗓子#声情并茂地推销
他的!金立语音王"$而刚刚说完开场白
的那位!主持人"实在禁不住喷出了压
抑已久的笑声$ 网友!想要一生追随戳
浩的麻花'." 说%!左边那位不给力啊#

一直在笑场$哈哈你不知道你这样右边
这位哥会有鸭梨吗"$ 而!我是老刀鱼"

很担心他的嗓子$!嗓子还要不要啊'不
要喊了#手机我买了行吗' "

在网友的鉴定下#他被誉为!咆哮
推销哥"#认为这人才绝对可以和H$IB

住姐有一拼$ !真喜庆/ 小伙子有才#高
手在民间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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