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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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讯 !见习记者
杨金运 摄影报道" 当搭载着黄海涛一
家四口的皮卡车抵达海口时# 皮卡车
行程表显示#这一家子的

!

穷游
!

路程
已达到

"#$%$

公里$

这个来自江苏南通的普通家庭 #

将积蓄了半生积蓄的购房款# 换成了
一场长达一年的旅行$ 海南是他们国
内旅行的第

%&

站$ 在海南#他们除了看
碧海蓝天#体验海南民俗#还将到市民
中宣传

%$'"

年青奥会$

第一次喝到新鲜椰子汁

随处可见的椰子树# 将海南和很
多内陆城市区分开来$ 这是黄海涛一
家来海南后的第一印象$ 一家人抵达
时# 已是晚上# 但两个小孩还是迫不
及待地想喝到椰子汁$ %第一次喝#

以前喝过椰子果汁# 里面有一粒粒的
果粒# 我们以为椰子里有果粒# 就剖
开椰子找果粒&#

'"

岁的黄歆轶和
'(

岁
的彭馨瑶一起剖开椰子# 发现椰子里
面其实没有果粒$

万绿园是黄海涛一家海南之行的
第一站$ 黄海涛说#他们计划在海南停
留
)

天$ 这
)

天的形成安排是#

"

天在海
口#

%

天在三亚#还有一天环岛游$

一家四口还打算去北极
黄海涛今年

"'

岁# 他和妻子黄芙
蓉都是江苏省的两位普通小学教师$

与多数人一样# 他们都曾想拥有一套
大房子'但与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们
最终决定将所有的积蓄换成了一场渴
盼已久的旅行$ 在房子和旅行之间犹
豫许久后# 他们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

万#

(($

天#一家四口#两个大人休
假#两个小孩休学#国内游一圈#欧洲
游一圈#还要到北极去$

准备了两年后#

%$'%

年
)

月
'

日#他
们启程了$

黄海涛一家敢于追求梦想的精
神#契合了青奥会的理念$ 正因如此#

他们成为了
%$'"

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首个家庭志愿者&$ 这一身份
的获得#让他们的旅行有了主题$ 他们
已先后抵达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
川)西藏等

%$

多个省市$

旅途中曾与野猪同宿
旅行开始#短暂的兴奋后#便是艰

辛的旅途$

在西藏# 龙卷风在他们的皮卡车
附近形成时#黄海涛按下了快门#记录

下大自然的奥妙与凶险$ 在已走过的
"

万多公里行程中# 黄海涛一家遇到过
泥石流#迷过路$ 艰辛与感动#贯穿他
们的整个行程$

在途中拍的照片集中# 有一张野
猪照$ %那只野猪靠着我们睡了一晚
啊&#黄海涛回忆道#那天他们一家扎
营在山间露宿#晚上下了一场雨$ %晚
上有很大的呼噜声# 我还以为是舅舅
的&#彭馨瑶说#到了白天他们才发现#

原来是一只野猪睡在他们的帐篷边打
着呼噜$

在新疆的一个无人区内# 黄海涛
一家曾因迷路而感到恐惧$ 黑夜降临
后#四野无人#一路上经常露营的他们#

在这一缺氧的地区不知所措$ %没办法
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敲打车窗玻璃#吓
了一跳#我握紧手中的自卫武器#问是
谁&#黄海涛说#%听到对方说是解放军#

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松了$ &

%我们没有打过退堂鼓#我们一家
人在一起旅行 # 一起面对途中的一
切$ &黄芙蓉说$

旅行结束后回归日常生活
黄海涛一家人的讲述中# 有很多

感人的故事$ %在途中#很多人给予我
们帮助# 我们也曾帮助过不下

&$

辆汽
车解围&#黄海涛说#在川藏线#他们遇
到一辆车卡在悬崖上# 就像电影中的
一模一样 #%我让车上的两个人不要
动#用带来的绳索#将他们拉上来的时
候#其中一个人握住我的手#连话都说
不出来$ &

%有一次#在中途休息站#有一个
老板听完了我们的故事$ 抱着我哭了
起来#说我们正在做的#就是他一直以
来不敢去实现的梦想$ &黄海涛说$

黄海涛的女儿黄歆轶和外甥女彭
馨瑶# 分别是初中三年级和二年级的
学生$ 她们成绩很好#对这次旅行充满
了期待$ 虽然#她们在学校休学#但她
们称这次旅行为%游学之旅&$ 她们还
带着课本# 晚上回到住处写完一路上
坚持写下来的日记#就温习功课$

%我们花光了积蓄# 旅行结束后#

我们就回归日常生活$ &黄芙蓉说$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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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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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平 美编
%

徐月福

% 双十一&光棍节刚过#% 三十二&消费节又来

人造消费节 是喜还是忧
!双十一"仿佛拥有了魔力#让无数网购者不眠不休$ 刚刚过去!双十一"光棍节#又来了个人造消费节!三十

二"%

!"#!

年
$!

月
$!

日&$不过记者采访时发现#面对这样一个人造消费节的诱惑#网购达人们表示将再狂购一番#

却也有部分淘宝迷们表示不会再有之前的狂热#一些网购受了伤的!亲们"更表示不想再上当$

!

本报记者刘琨 秦铭*

赵小姐半年前从山西来到海口
工作# 由于对海口的环境不太熟悉#

网购就成了她唯一的消费途径$每天
工作时间都很紧张#也很少有时间逛
街$ 赵小姐说#现在电脑成了生活中
的必需品#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
公室#只要动一动鼠标#就能看到各
式各样所需要的商品#而且系统还能
自动根据要求筛选#既方便#又能节
省时间$ 让刘小姐吃惊的是#不久前
看上的一件外套#在服装店竟然卖到

了
"$$

多元#相似款式的衣服#网上只
要
'*$

元#质量也不错$ 正因如此#刘
小姐也加入了网购的队伍$网上商品
都是明码标价的#也省得讲价了$ 上
个月%双十一&#她表示一直守在电脑
旁边买了好多衣服#这次%三十二&#

她也不想放弃网上打折促销的机会#

还想再%血拼&一番$

而在张先生眼里 #选择网购主
要看中了商品的质量和款式 $ 他
说 #现在一些品牌的服装都有了网

上的旗舰店 #衣服质量也都有很好
的保证 #并且每年的新款服装也会
及时挂在网上 $ %虽然有时候网上
买回来的衣服有些褶皱 # 或者味
道 #但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衣服质
量是最主要的 $ &在记者随机采访
的一些网购族当中 #多数人的关注
点均在商品价格 )款式等 #认为网
购很好 #也有一些市民因为网购过
程中受到欺骗而犹豫 # %买 & 还是
%不买&#让很多人纠结$

网购省时又省钱 有人期待再血拼
!

%双十一&的热潮还未完全退去#

%三十二&的号角又吹响$ 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不少网购者现在比 %双十
一&的时候冷静多了$ 很多人的理由
是#%双十一& 该屯的货已经屯好了#

%三十二& 不会再血拼了' 除非有新
意#否则已经审美疲劳了#网购也太
累人$部分网购达人买了一些打折的
东西后发现#那些商品的价格根本就
没有变#网购消费者抱怨时过一个月
了还没收到货$

''

月
''

日零点#当不少网购狂人
遭遇淘宝页面无法点击)支付宝无法
支付时#人们意识到巨大的购物热情
让网络瘫痪了$更多的人遭遇到一些
卖家采取了先提价后打折)将平时热
卖商品下架等$高小姐就职于海口国
贸的一家企业# 她回忆说

''

月
''

日#

当拍下了江面布衣的服装准备付款

时#网络显示宝贝已经下架$ 她按照
卖家要求#将一款参与活动的水杯提
前收藏#但活动开始后#水杯并未打
折销售#而是直接显示%下架&$ 采访
中#也有网友透露自己中意的商品促
销价格比平日还高$ 李小姐表示#她
相中了一款他她秋款单鞋#因为平时
一直关注那双鞋# 想着等 %双十一&

买#可是到了当天才发现#虽然打折
一半后

%&*

元# 却比平时不打折时同
一家网店标注的

%"$

元还贵$

%双十一& 秦女士在网上买了件
裂帛毛衣#时隔近一个月还没收到毛
衣#无奈申请退款了$ 还有不少消费
者收到商户的短信通知#被告知已成
功购买的货品因天猫系统漏洞造成
超卖#只能申请退款$ 阿迪达斯天猫
旗舰店也出现了%超卖&问题$网友林
先生称#他购买阿迪达斯商品时显示

的库存量为
!"

件# 但在拍后被告知
%超卖&#只能申请退款$ 尽管有的商
家表示# 消费者可以申请退款并送
%红包&#但消费者认为这关系到商家
的诚信问题#还有消费者称#%宁要买
到的商品#不要红包&$

一位从事多年淘宝网店工作的
小袁告诉记者(%超卖& 现象在电子商
务网站当中经常碰到# 一方面可能真
的没货#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另一方面
就是虚假促销#先以低价吸引眼球#然
后再以缺货为由取消订单$ 这种方法
在其界面上显示的销售记录很高#宣
传成本又低# 是商家一种运作手段$

%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后#除了%超卖
%问题外# 消费者还遇到了其他问题$

陈先生称# 他在天猫探路者店购买了
两件冲锋衣# 收到货的时候发现一件
太大#想更换却找不到客服$

网购猫腻也不少 部分网友很受伤
"

%双十一&大战中#各大电商都使
出浑身解数抢人头# 促销方式也多种
多样$ 但不少消费者最后得出结论(

%任你千算万算#还是精不过商家+ &网
友陈小姐表示#自己抢到了一些礼券#

但很快发现#这些礼券得到容易#用起
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有消费者拿京东送出的
'$'$

元
礼券算了一笔账 ( 这

'$'$

元礼券共
包括

'&

张 # 分别在办公用品 ) 汽车
用品) 手机配件) 音像图书) 服装)

家电等品类中使用 # 且必须购物满
一定金额才能使用一张 # 大部分为
买满

%$$

元可抵扣
"$

元$ 如果要真正

将这些礼券用完 # 起码要在商城持
续消费

+$$$

多元$

一方面#%双十一&的后遗症还在扩
散#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双十二&狂
购浪潮又将袭来$ 尽管有人表示对于
%双十二&购物望而却步#但是也有不少
人力挺大战#决定将网购进行到底$

业内人士提醒#淘宝%双十二&莫
要过分贪图杀价# 比成本价还低的怎
么可能有真, 相对而言# 有 %假一赔
三&)%第三方质检& 等标志的店铺更
%保真&$消费者也要多比价懂行情#心
里有底# 才能看清花哨促销背后的实
价#以免在疯狂血拼后懊悔$

电商促销迷人眼
理性消费免懊悔#

倾尽两百万 一家四口游世界
这个来自江苏南通的家庭肩负宣传!"$&年青奥会重任#$'日晚上抵达海口#将在海南游(天

黄海涛一家在万绿园合影!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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