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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受骗子女也该反思

华而不实的包装何时休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离线悠然090909：周六，家里来了几位亲
戚看望老父亲，还给老父亲带来了一些营养补品。
早上准备给老爸用牛奶冲一碗蛋白质粉，打开一
桶蛋白质粉时，看到桶中只有不到半桶的蛋白质
粉，华丽的包装下，真实的商品显得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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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老太没有任何的炒股经验，
也压根不知道啥是私募股权，更没
有检查过“代理们”的有效资格证
件，可就单凭着对方的一番忽悠，就
将1.9万元钱交了上去。两年间，除了
交过一笔不知名的费用外，没有任
何音讯，而当初承诺的十倍高收益
更是如石沉大海一般，再也不提。

从各路“神医”遍地忽悠到进

社区卖锅、保健品、饮水机等劣质
产品以次充好，再到现在用私募股
权基金坑骗老人，不可否认，经过
这么多年的发展，骗子们在老人身
上花的功夫，绝对比国足用在改善
球技上的时间要多。而各路“手段”
的不断创新，也让这些骗术渐渐披
上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衣，更容
易让老年人放松警惕。

涉嫌被诈骗，这是芝罘区公安
局为兰老太这件事的初步定性。同
时，也为众多的老人提了一个醒，天
上不会掉馅饼，特别是在这个社会
制度越来越完善的环境下，想要一
夜暴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仔仔细

细守好自己的养老钱其实比什么都
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起案件
中，受骗者远远不止兰老太一人，受
骗资金也远不止1.9万元。

不过回过头来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骗子的骗术还是相当拙劣的，
一个域名存在严重问题的小网站，
一个所谓的宣传片还是在优酷、土
豆上播放，一个宣称几十倍获利的
私募基金却拿不出任何股权证明。
如果老年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觉
察出问题，这些蹩脚骗子的骗局就
不会得逞。

在这起案子中我们不难发现
一个问题，兰老太是在2011年购买

的这份所谓私募股权基金，而兰老
太的儿女是在上周五，也就是两年
后才知道母亲的这一举动。这就不
难发现，兰老太和儿女之间在很多
事情上是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投资
这样的大事竟然在事先没有让儿
女来帮着参谋，这才是给了骗子可
乘之机的主要原因。

兰老太以及众多的老年人被
骗，更应该进行反思的是他们的儿
女，是他们的疏忽大意、缺乏交流
造成了父母今天的被骗。孝敬父母
不仅是让老年人衣食无忧，更应该
包括增加老年人的防骗意识。老年
人也应该及时将这些自己拿不定

主意，特别是觉得存在疑惑的问题
反映给自己的儿女，让他们给拿主
意，给意见。

三五句知心电话话，一两个
欢声笑语，对于同为儿女的我们
其实并非难事，在竞争压力日益
激烈的当今社会，我们宁愿在QQ

上找陌生人敞开心扉也不愿意将
自己的苦闷倾诉给父母，这是时
代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倒退？给已
入花甲古稀的父母一丝微笑，或
许就是照亮他们一天或者一周快
乐生活的火把。善待老年人，孝敬
老年人，就就让我们从呵护老年
人的安全权益开始吧。

年轻时常会忌讳表扬肯定别
人，说到别人都是不行，什么都拿
不起来，什么都干不好，缺点多多。
点到他们的问题一针见血，看到他
们的毛病深入浅出，说起他们的笑
话兴奋异常。这样的议论刻薄尖
锐，常常说得不错，但效果却并不
行。一、被说的对你必然有意见，
二、旁人觉得你不厚道。古语说：

“不吹毛而求小疵。”
——— 张颐武(教授)

如今新媒体兴起，看电视的人
越来越少，很多电视台都处于自吹
自擂的阶段。随着网络媒体发展，
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电视已经无
力抵制一个艺人的发展。所以，从
某种意义讲，自媒体打破了原来传
统媒体格局，也催生出新的舆论
场。今天微博上的媒体人纷纷发
声，却并不赞同北京电视台的封杀
行为。有网友评论：我不喜欢郭德
纲，但我也不喜欢电视台的封杀行
为！

——— 罗志渊(学者)

新闻：12月16日，广州珠江边
的土豪金“圆大厦”正式落成。广州
圆大厦位于东沙大桥珠江北岸，整
体外观为金色圆环结构。高138米，
共33层，总建筑面积约10 . 5万平方
米，外圆直径146 . 6米，内圆直径47

米，宽28 . 8米，有23米大悬挑，47米
多层大跨度。总投资10亿元，建设
工程历时三年。(网易新闻)

点评：这次可以正大光明钻到
钱眼里了。

新闻：《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3年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中
称，中国劳动力加班较多，普遍存
在工作时间较长现象。从加班及加
班的时间、工资来看，有超过三分
之一(38 . 42%)的雇员在被调查时点
的上个月加过班；但是，加班雇员
中只有不到一半(45 . 57%)领取了加
班工资，接近一半(45 . 44%)的加班
雇员无任何补偿。(京华时报)

点评：有一种传说叫加班费。

新闻：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知
道山西煤商邢利斌，是因为他2012年
初，在海南三亚一掷7000万元，给女
儿办了一场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对
于金融机构而言，这位吕梁首富，当
时已经是强弩之末。煤价不断下降，
邢利斌的联盛集团，开始出现拖欠
工资的情况。两年之后，邢利斌终于
承认自己无力偿债，目前联盛集团
财务状况堪忧，金融负债近300亿，已
基本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新华网)

点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新闻：高楼突然倒下来，砸击
地面扬起的粉尘冲天而起，方圆300

米范围内落下厚厚的粉尘。几辆路
过这里的汽车玻璃被粉尘遮盖，几
名女司机吓得差点晕过去。@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官方微博)怒斥：“难道这些拆迁负
责人不用呼吸？还是你们比大家排
场，多长了一个肺？！”(郑州晚报)

点评：顶你个肺。

@网友：商品包装的主要功能是
便于运输、携带且不受污染、损害。除
了这些实用功能外，被包装物的商品
还有非实用性功能，就是以包装增加
商品的吸引力，使之好卖并能卖出好
价钱。于是便有了“面子”大“内容”小
的礼盒和过度包装。

@鱼铭888：好多这种现象，甚至
现在有些药盒也都这样。

@离线悠然090909：“内外有别”
的包装所带来的产品成本上升，消费
者负担加重，包装垃圾的增加，有限
资源浪费。人们购买礼品多是送给亲
朋好友的，选择包装精美的商品送
人，拿在手里好看，有面子，觉得上档
次。生产者有利润驱动，消费者有需
求，是过度包装现象屡禁不绝的根本
原因吧。

@匹诺曹：每逢佳节我们都会买
些礼品送给家人和朋友，也正是因为
这样，很多的商家开始在商品的包装
上下起了功夫。有的商品被包装后，
甚至比商品本身价值还高。其实，商
品包装的最初用意，只是用于保护商
品和给商品保鲜。

@洁美环保锅炉：给自己亲人的
东西该是最真实的东西才对，我也很
反对过分的包装。虽说“面子活”要做
到，但有时候吃着几百元一块的月
饼，着实诚惶诚恐啊！

来源：17路论坛

回顾2013，健康比啥都重要
刘学光(莱山区)

时光飞转，眨眼间又到了
年末岁尾，心中不禁感慨颇多。

春天的时候，我熟悉的一位
在商海中搏击数载40多岁的老
板，由于整天整日地忙碌，天昏
地暗地应酬，日久天长，大腹便
便，烟酒不离，麻将通宵，从不注
意自己的身体，终于被健康抛
弃，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丢下了
妻儿老少，终止了蒸蒸日上的事
业，令人惋惜，让人痛心。输了健
康，赢了天下又如何？

因此，我把健康的身体视为
一切的首位。每天拂晓，凤凰山
上有我慢跑的脚步，黄海明珠有
我追逐日出的身影。大半年的晨

练，使我健步如飞，体重由188斤
降到168斤，体检各项指标均属
正常范围值，精神抖擞，工作起
来有使不完的劲。做到不抽烟，
不酗酒，多素少荤，早睡早起，多
走路少开车，多运动少应酬，身
体自然就会得到回报。

放慢脚步，享受生活的美
好。我喜欢摄影，时常利用节假
日，开车载上家人去旅行采风。
我们拜访了南山大佛，探望了牟
氏庄园，目睹了蓬莱仙境，欣赏
了趵突泉，沐浴了艾山温泉，踏
访了海阳青翠迷人的竹林，品尝
了莱阳梨树王甘甜爽口的正宗
大茌梨，体验了长岛的渔家乐，
感受了福山大樱桃采摘的快乐，
呼吸了昆嵛山的清新空气。一次

的旅途归来，一次的收获满怀。
儿子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妻子神清气爽、坦然舒畅，我抓
拍了赏心悦目的美景，各得其
所，其乐融融，真是皆大欢喜。

我爱好读书看报，有时提笔
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
想，写成小稿，享受着小豆腐块
变成铅字的喜悦和快乐。这些爱
好陶冶了情操，愉悦了生活，改
善了心情，健康了身心，真是受
益匪浅，收获多多！

对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我，
今年最值得高兴的大事，就是我
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因为我
懂得了健康比啥都重要的道理。
感谢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感谢
2013的春夏秋冬。

一家之言

我有话说

锁好头脑里的“防盗门”

邵静娅(海阳市)

俗话说贼不空手，好像有一定道
理。近日,福山区福新路派出所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失物返还仪式,返还
的物品都是入室盗窃破案后起获的东
西，当中既有电脑、电动自行车等大物
件，也有扑克牌、儿童玩具之类不起眼
的小东西。那么，窃贼作案每次真的都
不空手吗？那倒不见得，因为被抓获的
窃贼交代说，“有的居民家里防盗措施
做得好，即使翻墙入内，也不得已空手
返回。”

蟊贼被抓获了，失物被返还了，我
们在拍手称快之余，还得仔细吸取一
下其中的教训，那就是防盗措施一定
要到位。篱笆扎不紧，雷区不埋雷，安
全意识疏忽大意，防护思想麻痹大意，
肯定要给小偷们提供了下手的漏洞。
现在离元旦春节没几天了，我们开始
忙活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也是梁上
君子准备“露一手捞一笔”的时机。只
有锁好头脑里的“防盗门”，提高警觉
心，提升安全防卫措施，拔掉那些不牢
靠的"篱笆"，换上结实的“栅栏”，蟊贼
才会无计可施，当然家中财物自然平
安无事。

“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
偷”。反过来说，还得劝那些小偷小摸
得早早改邪归正，走上正道，因为“手
莫伸，伸手必被捉”，大家开开心心过
年过节的时候，谁想带着铐子蹲在看
守所里凑热闹？

广场舞搬家有可行性吗？
郝红梅(芝罘区)

同事们的午餐“啃”谈会上
说到广场舞和某些老年人的

“主贱”。常有理的李姐打头炮：
“马路市场都一个个被整治，移
进规范市场。这广场舞就不能
变通一下？就挪挪窝呗，远离居
民区，远远的，谁也不碍谁事。”
小何接话：“不好弄。老年人就
爱在家门口楼前小广场娱乐，

设个新址远离居民区，老人八
成不待见。”小刘话匣子一开几
乎忘了吃饭：“这得有政府行
为，老小区不好动，新区规划这
点得考虑到喽。别说没有好的，
我们小区广场大又靠河边，做
到与居民区拉开距离。傍晚不
光老人，连爷们、媳妇，小青年
和孩子都上广场。大伙跳舞做
健身操，打陀螺扭秧歌，跳绳踢
毽子，可劲热闹，连做保洁的都

上去舞两把。”
我说：“不要彻底否定广场

舞吧。举个例：如火车站广场一
早一晚健身娱乐热闹非凡，初到
港城的游客见到这一幕，谁能不
夸烟台人有活力？大家都给想想
办法，政府适时动作，给广场舞
以出路。现在能聚拢人气的形式
不多，把握方向，积极引导，发挥
能量，以广场舞歌舞升平，城之
盛事、国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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