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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练 胆
在公共场合，面对陌生人作一场演

讲，或在人流如梭的地铁上作一场演
讲，你敢不敢？有人借此练胆，却不知
该行为涉嫌扰民。

暖新闻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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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流传一则24秒
的地铁“演讲”视频，视频中一
名自称销售的小伙李帅在成
都地铁上“练胆”，朝着车厢内
的乘客读手中的“演讲稿”。
有网友对这种行为表示赞叹，
也有人对这种行为表示不满，
认为“扰民”。梳理发现，和李
帅一样练胆的人还有不少。

多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演讲

成都中医药大学有一群
大学生，有的有社交恐惧症，
跟异性说话都会羞红脸；有的
天性羞涩，不敢大胆表达心中
所想。他们陆续走上公交车，
开始自己的演讲之路，锻炼自
己。他们还成立了学校社团

“kiwi 早读队”，每次公交车演
讲，都是3人组队。他们自发
组织，没有老师指导，希望通
过公交演讲克服恐惧，提高演
讲能力。

代臣银就是“kiwi早读队”
中的一位成员，他经常在成都
309路公交车上演讲。有次公

交车上来了两位醉汉，注意到
代臣银后说，“公共场合说啥
子说”。醉汉的“找茬”并没有
影响到代臣银，他仍坚持自己
的演讲。

28 岁的赵梦妍希望自己
成为一名口才培训师，为锻炼
胆量，她三年前曾在西安地铁
进行了半年多演说。她一直
记得第一次演讲，平常一分钟
左右就能讲完的“千里马”故
事，赵梦妍讲了快4分钟，有的
乘客甚至吹口哨起哄，“就像
玩蹦极一样，我死活不敢，朋
友在背后推了好几次，硬把我
推出去。等喊出第一句话后，
脑子里一片空白，忘词了”。

演讲后不少人变得自信

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专
业学生秦羽（化名）是“kiwi 早
读队”的创立者，“我想办得跟
其他社团不一样，想做一些疯
狂的事”。通过网上搜索，她
意外了解到“公交车演讲”，当
即拍板带队员“玩”这个。

正式推行前，秦羽自己先
在公交车上尝试了3次。尽管
有演讲基础，但站在公交车上
的秦羽还是觉得突兀，多次心
理斗争后才完成了第一次尝
试。渐渐突破自我后，她开始
与乘客互动，请他们提意见，
最终得经验“普通话要好，逻
辑要清晰，表达要有感染力”。

在公交车上，甚至还有陌
生乘客跟秦羽交流，让她找不
到工作就给其打电话。秦羽
觉得，队内那些曾经内向、胆
子小的女生在练习后，领导力
和口才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不断有人走上公交车，克服
恐惧，变成更自信的自己”。

乘客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面对这些在地铁或公交
车上演讲的人，其他的乘客反
应如何呢？

赵梦妍回忆，她曾多次被
人误以为是搞传销、卖东西，
也曾被人嘲笑称“神经病”，

“被别人当作‘笑话’来看，心

里很难受”。
重庆的郭先生看到有人

演讲时，特意换一个车厢近距
离观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好的示范”。郭先生认为，现
在部分大学生就业难，跟他们
的语言表达、人际交流有一定
的关系。“有些学生不敢说、怕
说，这就影响到他们找工作。”

不过，不少乘客表示，虽然
勇气可嘉，但在地铁上、公交车
上演讲还是有些不合适。“毕竟
这里是地铁，不是演讲台。”一名
乘客说。还有乘客认为，“这怎
么行啊，今天你讲自信，明天他
讲传销，地铁不乱套了？”

对于此类情况，成都地铁
相关负责人提醒，乘客在地铁
车厢内大声演讲的行为，涉嫌
违反了《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
管理条例》及交通运输部《城
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
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工作人
员将对此及时劝阻，劝阻无效
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摘
编自《重庆晨报》《成都商报》）

本报讯 最近，视频网站B
站和微博上出现了一些特殊
的测评视频：和测评护肤品不
同，这些博主测评的是“虚拟
恋人”。在淘宝店铺花上几十
元，就能暂时拥有一个“虚拟
恋人”，除了不见面，买家可通
过微信、QQ 等和“虚拟恋人”
像情侣那样交流。心理咨询
师表示，对“虚拟恋人”过分入
迷，会缺乏与现实的联系。

在淘宝上搜索“恋人体
验”“男友/女友体验”等关键

词，会出现不少店铺。这些店
铺的宣传图大都是动漫帅哥/
美女，不少店铺的月销量在一
千以上。咨询发现，“虚拟恋
人”分为金牌、头牌、镇店、男女
神 等 不 同 级 别 ，价 格 在 10
元至300元不等。一家店铺客
服称，金牌级别是只能选择性
别；头牌级别是中等级别，比
较会聊天，声音也不错；镇店
级别综合能力强，声音好听颜
值高；而男女神则是店铺最高
级别。

25 岁的刘凯在网上买过
为期一个小时的“虚拟女友”。

“当时无聊，就买了一个小时
的服务，让她陪我打了两把游
戏。”刘凯说，“其实你知道人家
那样对你是因为工作，但无聊
的时候有人陪着你也不错。”

心理专家李强表示，不管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购买，都
应该有一个限度，长时间过分
依赖这种虚拟朋友，会让人沉
溺于虚拟当中，失去现实感。
（摘编自澎湃新闻）

网上开卖“虚拟恋人”服务

本报讯 不少快递员派送快递时，
会统一送至小区或单位的收发室，让收
件人自取，不料却有人借机顺手牵羊。
近日，江苏苏州吴江警方抓获了一名盗
取他人快递的六旬老人，他偷快递竟是
想把包装纸箱作为废品卖钱。

3月11日下午，吴江公安局松陵
派出所接到市民杨女士报警称，自己
网购的一箱奶粉被偷了，价值千元以
上。杨女士表示，她10日下午3点多
就接到了快递送达的电话，但她当天
并未取到快递。第二天中午，杨女士
跟快递员再次确认，得知快递早已送
达收发室后，意识到自己的快递肯定

是被人拿走了。民警调取视频发现：
10日下午3点，快递员确实抱着一个
纸箱送到收发室，不过下午4点左右，
收发室工作人员将该快递放到临时存
放处。下午6点多，一个拎着大红袋
子的男子在临时存放处徘徊，随后抱
走了纸箱。经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
嫌疑男子张某并成功抓获。

据张某交代，他平时有收集纸箱
卖钱的习惯。当天他路过快递临时存
放处时，看到了这个大纸箱，觉得能卖
不少钱，便将它搬回了家。目前，张某
因涉嫌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摘
编自《钱江晚报》）

偷价值上千元快递竟是为卖纸箱

美国警方利用DNA破
获 35年悬案 近日，美国佛
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警方
逮捕了 57 岁男子丹尼尔·
韦尔斯，指控他是 1985 年
一起谋杀案的嫌疑人。当
年元旦凌晨 1 点 30 分，23
岁女子托尼亚·麦金利最后
出现在彭萨科 拉 一 家 酒
吧。一名路人 4 个小时后
在一处空旷地带发现麦金
利的尸体并报案。法医鉴
定，麦金利系他杀，死前遭
性侵。此案由于破案线索
不 足 而 长 期 搁 置 。 两 年
前，美国多地警察局开始
利用网上数据，比对未破
获谋杀案和性侵案件现场
搜集到的DNA证据。在麦
金利一案中，警察捡到韦尔
斯扔弃的烟头，DNA检测结
果显示他是凶手。韦尔斯
目前受到拘禁，面临谋杀和
性暴力两项指控。（摘编自

《都市快报》）

“我比你们还要懂法
律 ，你 知 道 我 是 干 啥 的
吗？”

——3 月 22 日，一段
“从泰国普吉岛回国女子
大闹重庆机场”的视频在
网上发布后引发不少关
注。视频显示，从泰国归来
的一名女子气势汹汹地与
重庆机场方面防疫人员争
吵，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必须
隔离后，该女子还直爆粗
口，并威胁工作人员。据了
解，该名女子从泰国落地上
海，从上海转机重庆，但她
拒绝隔离并且态度恶劣。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跟一句：有理不在声
高，无理切莫狡辩。

“花135万元竟没买到
一双真鞋。”

——江苏某高校学生
黄伟，因为“炒鞋”认识了
山东泰安20岁的严强。严
强号称自己有专门的买手
和进货渠道，信以为真的
黄伟经常通过严强帮人买
鞋，然而严强仅发了一双
鞋便消失了。意识到受骗
的黄伟选择报警。近日，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
人严强提起公诉。（摘编自

《中国青年报》）
跟一句：鞋终究是用

来穿的，不是用来炒的。

特殊“月子中心”专为
流浪猫服务 湖北武汉市
百步亭怡康苑小区里，有
一只流浪黄狸猫生下了四
只小奶猫，业主在单元楼道
里给它们添置了猫窝，并备
上了猫砂盆，还贴出告示提
醒，“小猫刚刚生崽，请勿驱
赶”。这条短视频在微博点
赞已过 10 万，并登上了热
搜。很多网友都在视频下
面留言，除了大赞暖心外，
有网友感慨“武汉不易，还
能善待猫猫，人性善良”；还
有网友表示，这或许是疫情
之下，武汉百步亭里最温馨
的“月子中心”。（摘编自

《中原商报》）

微信后台预警8次，女子仍被骗
本报讯“转 1000 元秒返

8888， 转 3000 元 秒 返
12888。”遇到这样的“推广活
动”，你心动吗？近日，浙江义
乌的高女士轻信此活动，结果
被骗走3000元。令人诧异的
是，微信后台多次向高女士发
出提醒，然而高女士并未警觉。

高女士称，她通过某短视

频平台看到“红包返利推广活
动”，便主动添加对方微信表示
想参加。起初，微信后台向高
女士发出“对方曾被他人投诉”
的提示，对方辩称“这是我收钱
收太多了”，高女士信以为真，
继续和对方沟通。随后，微信
后台 7 次发出“对方曾被他人
投诉，与其发生资金往来可能

存在风险，请注意核实身份，涉
及汇款、转账等务必电话确认，
谨防诈骗”的风险提示，高女士
仍转给对方3000元。等待很
久后，对方不仅未返利，还让
高女士再转3000元。察觉被
骗的高女士这才报警。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摘
编自《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