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子晚报11月30日报道，每隔一年半
载，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潭头乡39岁的刘龄
潮就要从外面扛一间房子回来， 网友们称
他为“蜗牛哥”。刘龄潮南下打工多年，约6
年前， 萌生做个房子扛回家的想法， 因为
“家中泥房已不能住人”。每一次，都要在路
上耗费好几个月。这一次，他是从广西梧州
出发， 目的地是广西柳州潭头乡龙城村的
老家，可谓是千里独行。

因为挑着房子走， 所以一天只能走约
15公里，但他拒绝“搭便车”。

【点评】 @dianaross： 我还有十二年按
揭，路比你长啊！

本报11月30日讯 听
闻女儿想要一台苹果平板
电脑，“爱女” 心切的他选
择将老板平板电脑偷走。
今天上午， 记者从湘潭县
法院获悉： 男子因犯盗窃
罪作出判决，判处其拘役4
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
金三千元。

这个父亲姓郭， 除了
在工厂打工他还在湘潭县
某生态农业园兼职夜班保

安。 郭某平时和女儿聊天时
得知女儿想要一台苹果平板
电脑， 但因家庭条件不好一
直没给女儿买。 在兼职保安
期间， 他多次看到老板随身
带着一台苹果平板电脑。
2013年6月， 郭某在值夜班
时， 见到老板平板电脑放在
园区大厅茶几上， 于是将该
电脑盗走。没过几天，他看到
老板父亲一条高档香烟，又
随手顺走。经鉴定，两件物品

价值 3250元。2014年 8月 4
日，公安机关将郭某抓获，他
将被盗物品还给被害人，且
取得被害人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郭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因其能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且取得被害人的谅
解，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黄戌娟 罗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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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女儿“苹果”梦，男子偷电脑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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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速览·世相A06

外媒11月30日报道，英
一男子因妻子罹患肺癌去世
悲痛过度，数小时后死于“心
碎综合征”。

爱 外媒11月30日报道，
美一女乘客带一只重达70
磅的猪登机， 因猪到处走
动被赶下飞机。

囧 成都商报 11月 30日报
道，四川大学一“学霸”寝室
藏书2000余册， 平时主要开
销都用来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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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长株潭工薪家装
第一品牌， 三湘都市报
96258公众服务中心新房装
修服务今日正式上线，一站
式家装体验馆开张大吉！

据了解， 此次三湘都
市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
重磅推出的588元/㎡装修
套餐极具性价比：

价格上，588元/㎡属
于全包装修套餐， 无论户
型面积大小， 一律不收取
设计费， 在套餐范围内绝
无增项服务，透明消费。所
有材料工厂直供， 统一采
购，成本较市场价低30%，

材料上， 六大主材十
大辅材70%是一线品牌，例
如金杯电线、天力水管、广
东砖、华润墙漆等，材料包
括地砖、墙砖、集成灶台、
集成吊顶、铝合金门、门槛

石、挡水石、马桶、洗脸台、
水龙头、排气扇、照明灯、
五金水暖配件等。

工艺上， 装修师傅大
部分拥有8年以上施工经
验， 施工工艺有严格地审
查制度， 每道工序业主必

须验收合格签字才继续施
工。

服务上，所有人员经过
严格培训考核， 标准化管
理，持证上岗；专业客服团
队全程跟踪，100%回访。

售后上， 水电隐蔽工

程保修5年、综合工程及材
料保修1年的“5+1”保修模
式； 三湘都市报权威媒体
监督。

新房装修首选588元/
㎡家装套餐，96258给您一
个满意的家！

588套餐详单

重磅优惠

包含水电、土建、油漆、瓷砖、地板，厨卫除了厨房
电器外都包含，简单的说，除了衣柜、家具、电器、灯具
软装不含，其他都包含。

从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14 日，三湘都市报 96258
公众服务中心新房装修项目推出重磅优惠活动：

1.��开业当天签单客户，送水电隐蔽工程，管理费全免。
2.��3日至 14日期间，单套房装修总额 4-6万元送洗衣

机 1台；单套房装修总额满 6-8万元送冰箱 1台；单套房装
修总额满8万元以上送洗衣机1台、冰箱1台。

3.��下定 1套可抽红包 1次，多下多送，送完即止。
4.��进店凭户型图送精美礼品 1份。
快快拨打 96258咨询吧。

96258工薪家装上线四重礼
588元/㎡家装套餐70%一线品牌 下定送家电免管理费

湖南90后“霸气总裁”高调结婚
百辆豪车巡街派发4万个红包 整个婚礼计划花费150万元

11月29日上午， 在东
莞虎门上演了一场豪华婚
礼秀， 从百辆豪车组成的
送亲车队上走下数十位伴
郎伴娘，在街头派红包。据
悉，新郎是名90后老总，当
天派发红包高达9万元，整
场婚礼花费超150万元。

29日上午， 在东莞虎
门最繁华的黄河时装城路
段，一支由加长悍马、兰博
基尼、 保时捷等百辆豪车
组成的迎亲车队正在巡
街。 沿街市民正在惊叹这

结婚的排场时， 从车上下来
数十位伴郎和伴娘， 每人手
上拿着一摞红包向市民派
发。有路人当众拆开说“哇，
100元！”引得路人上前争抢。

记者了解到， 这名新郎
是一名90后，名叫陈军亮，来
自湖南永州， 自小在东莞打
拼，白手起家做电商。现在是
虎门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据其介绍，新娘陈燕也是
90后，但非公司员工。豪车游
街， 是否是以结婚之名进行
的商业炒作？ 新郎笑称，“我

们公司刚取得大额融资，加
上今天又是我结婚， 双喜临
门， 所以我想借此契机搞得
越隆重越好。”

新郎表示， 婚礼近百台
送亲车队包括加长悍马、兰
博基尼、 保时捷等， 单是租
车费用就花了40多万元。他
还准备了4万个红包， 由公
司数百名员工上街向过路
群众随机派发，“晚上婚宴
摆80桌酒，整个婚礼计划花
费150万元。”

■据新快报

对于“90后土豪高调结
婚”的行为，不少网友表示佩
服，认为“自己赚的钱，爱咋
花咋花”。不过，也有不少网
友认为， 新郎如此高调的派
发红包，不排除有炒作嫌疑。
对此， 小编认为不管是出于
何种心态与目的， 请你们考
虑一下穷人的感受。 没事有
闲钱的时候， 多帮助一些有
困难的人， 比巡街派发红包
来得实在得多。

说说

自己挣钱
“爱咋花咋花”？

广西“蜗牛哥”
徒步6年扛屋回家

新知

新华社11月30日报道，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研究人
员找到一种“关闭”疼痛的新
方法， 有望帮助深受慢性疼
痛之苦的病患譬如癌症患者
缓解痛苦。

研究人员在一群因神经
受损而有神经性疼痛的小鼠
身上实验， 开启它们大脑和
脊髓中一个名为“A3”的感受
器，从而阻碍痛感传输。研究
人员说， 这种止疼法没有副
作用， 而当前常用的一些止
疼药有致瘾或增加药物耐受
性等副作用。 研究结果刊载
于英国医学杂志《脑》。

【点评】 妈妈以后再也
不用担心我麻醉过敏问题了！

科学家找到
疼痛“开关”

新华社11月30日报道， 因为长相酷似
迪士尼动画大片《冰雪奇缘》中的冰雪女王
埃尔莎，美国佛罗里达州18岁女孩安娜·费
丝·卡尔森一举成为网络红人和名模。

【点评】 长得一副明星脸前途也是一
片“光明”呀！

酷似迪士尼冰雪女王
美18岁少女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