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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牌具
牌具批发麻将程序扑克透视眼
镜牌九海口南站18889991998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海口禧天）牌具
15008087118

最新扑克、麻将一体化娱乐设备

大赢家

魔幻牌具
新款三公机、程序麻将、鱼虾色
子等，低价出售15289896263

王者牌具
安装麻将程序、扑克、飞针麻将
等，全省最低价 18289557213

广东牌具
最新自然光透视眼镜，程序安装，麻将必
胜合作。海口东站 13976663306 老张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19891998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999795

农业综合用地转让
海口市郊西线48公里1000亩30年
转包，电话：13379915366（王）

建设用地信息
五指山市区内有住宅建设用地100
亩，旅游建设用地300余亩，合作或
转让，中介勿扰！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7789821996

精装酒楼 转让合作
滨江路 3200 平精装临街酒
楼，设备齐全潜力无限，合作
转让皆可。黄18689948851

本公司在大致坡有多块宅基地出让
有意请电：13876256798联系

▲别墅景观建造13949009106胡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8版▲冷库出租13389895963

▲学校前旺店租赁18889792594

▲低价承接漆料工程18689875800

▲管网疏通粪池清理18289540899

▲防水材料批发13876703546

▲工程预、结算18089847000

▲微信支付宝POS机13368946026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05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联

系
电
话

市
县
广
告

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三亚18976292037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五指山18689861608
儋州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便民信息栏目办理电话

个人信息

防水补漏

管道疏通

土建工程

开锁

高空作业

瓷砖建材

印刷设计

电脑网络商城

家纺

13098993210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13876097145

18608908509

13627537032

13876097145

15008983873

15008983873

13876677710

翻新装修

甲醛检测

二手房

二手车

搬家

票务

代理

租赁

代驾

速递

18889912934

13876097145

13098993210

13198919988

13698980708

18608908509

13876677710

18608908509

13876677710

18608908509

《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推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服务于
个人、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
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
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林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
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帘·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40元/条：
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冰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
市·办理水卡、晾衣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
咨讯（歌舞厅）、影讯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二、认购时
间：2015年9月1日起。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
在活动期间订购均享受八折优惠。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
讯
来
了
！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温馨）

富士麻将
厂家仓储直销 质保3年海口66213676
府 城 36350887 三 亚 88359159

旺铺、土地出售
1、国贸北路临街旺铺（带租约）
2、新埠岛临江、临街别墅地
3、新埠岛临街独栋会所租售
联系电话：18889553169

▲上门定做免漆板家具13876075108

市场旺铺急转
空铺带设备转让均可，回大
陆发展 186- 8988- 5438

饭店转让
龙昆南路海师附近，设备齐全，接手可营
业.面积160平米，价格面谈。13891808095

无言以对
和男友闲侃，我问他：“我

以后上下班，你是不是会天天
风雨无阻地接送我呀？”这二货
竟然来了句：“你能保证你天天
风雨无阻地去上班吗？”我无言
以对……

买了多少
下班回家，我忐忑地问老

婆：“双十一，你买了多少？”
老婆说：“五六百吧。”
我说：“有进步！”
她说：“五六百个订单吧！”

自从学会玩微信，我先后加入
了20多个群，有同学群、老乡群、
文学群等，我自己也建了几个群，
当起了群主。不过，慢慢地，我发
现自己被微信群“绑架”了。

每天早上刚睁开眼，首先打开
微信群看一下，看看谁说了什么
话，发表了什么图片或小视频，就
像老师检查学生作业一样，看完这
个群，看那个群，顺便跟微友们互
动一下，发一些有关问候的词语或
图片，然后打开朋友圈，给微友们
发表的内容点个赞……一番忙碌下
来，黄金般宝贵的时间如白驹过
隙。接下来一整个白天，每隔半个
小时或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我就
会打开微信看一下，跟微友们聊聊
天，看看有没有红包抢……下班以
后，一有时间就窝在沙发上刷屏，
睡觉前最后做的事也肯定是再刷一
遍微信。

每逢节假日，出去吃什么用什
么玩什么，总是第一时间拍成图片
或小视频，发送到所有微信群，跟
微友们分享，连走路、坐车也不忘
刷屏。有一天，我忘了带手机，总
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东西，整天魂不守舍，
总是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口袋，摸一

摸手机在不在。好不容易熬到下
班，回到家里，第一时间打开微
信，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其
实也知道，群里没有什么大事发
生，也没有人急着找自己，但就是
不刷难受。

我彻底成为传说中的那种“手
机奴”，时间、工作耽误了不说，视
力也越来越差，动辄还头晕眼花。

更要命的是，天天沉迷于刷
屏，正常社交也受到影响，疏远了
亲情，同事、朋友也有怨言。有一
天，我又在聚会时自顾自刷屏，一
个哥们说：“难道家庭、工作和生活
比玩手机还重要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我退
出了大部分群，也解散了大部分群，
只留下几个与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
群，也不再随便刷朋友圈，不再乱转
微友们的微信，还限定自己上网的时
间……慢慢地我发现时间多起来了，
可以有点别的爱好，可以面对面聚会
聊天，精神变得更好。

凡事要有度，使用得当，社交
媒体无疑是极好的通信工具，如果
过于沉迷其中，社交媒体就是一个
套，套住你的时间，套住你的自
由，套住你的人生，陷入玩物丧志
的窠臼，得不偿失。 （李职贤）

●上半年股票涨的时候，真奢
侈，我吃什么狗就吃什么。看看现
在，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做坏事生怕别人知道，是在
恶性中还保留一条向善之路；做好
事就急于让别人知道，是在行善时
便种下了罪恶之根。

●人生就像自助餐，最开始总
是选择很多，等知道什么符合自己
胃口的时候，往往都快吃饱了。

●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感同身
受这回事，针不刺到自己身上，他
们就不知道有多痛。

●做事，最好只走半步，早半
步或迟半步。早半步可得风气之
先，晚半步不冒无谓之险。但不能
早一步或者晚一步。早一步成为被

枪打的出头鸟，晚一步就会别人牵
牛你拔桩；早一步花还未开，晚一
步瓜已落去。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
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
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

●滚水看不到倒影，盛怒看不
到真相。

●我有一颗减肥的心和一个吃
货的胃，它俩天天PK。今日我掐指
一算……唉！胃又赢了。

●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
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那么往往只
能独自去做。

●也不知道现在的女生出门前花
那么多时间化妆干什么，好像那些只
顾低头玩手机的路人有空看她似的。

△不妨浪费一点。好的感情，在
一起可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为，
只要在一起。”琐碎的工作、无回报
的辛苦、与病魔徒劳的抗争，都是生
命的组成。“有什么意义呢？”语言无
法解释。因为一旦找到理由，便不是
它自身。攀岩的最终目的就是攀岩，
正如写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诗。生命
的流动不息，不是为了流向某个地

方，生命就是流动本身。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

松蔚文章《不妨浪费时间》
△BBS呈现网络的开放性、平

等性、因价值观而聚合的特点，微信
又拉回了熟人社会。

——网友“十年砍柴”说。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伯溆认为，
微信是对网络精神的一种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