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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人，你在网上买卖过“二手货”吗？

·网络热词·
心诚则零

释义：指一心想减肥，但相
信“可乐的热量会被冰块中和
掉，奶茶里有奶所以算健康饮
料，冰淇淋是冰的所以没有热
量，因此这些食物的卡路里统
统为零”的自欺欺人式行为。

评论：当代主流审美仍然
是以体瘦为佳，因此很多人都
会尝试减肥。由于瘦身秘诀之
一就是“管住嘴”，所以对减肥
人士来说，奶茶、可乐、冰淇淋、
炸鸡这样美味的高热量食物实
在是巨大的“诱惑”，每次忍不
住吃了都会暗骂自己。就像之
前流行说的“不吃饱了怎么有
力气减肥”一样，人们非常明白

“心诚则零”只是玩笑和调侃，
但也或多或少得到了心理安
慰。（汤剑蕾）

转卖或交换自己手中的闲置物品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

大家都是在二手市场或者学生毕业等特殊的场合进行面对面

的交易，频率不高。随着网络二手交易平台的兴起，人们的买

卖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种类也愈发丰富。丹阳人，你

自己买卖过哪些二手物品？

专业APP上交易活跃
打开“闲鱼”“转转”等比较

知名的二手交易 APP，坐标为
丹阳的二手商品都非常多。参
与人数比较多的交易小组覆盖
范围多数是学校、社区和大楼
等固定区域。比如在某个APP
上，南师大中北学院的交易小
组有近200人加入，交易的物品
主要有书籍、护肤品、服饰、电
子产品等，在商品下方的问答
中可以看出同学们一般是在网
上发布信息然后见面交易，许

多大学里的论坛也有一些版块
具有类似功能，但是专业的
APP 在便捷程度上更胜一筹。
还有一些社区的交易小组也非
常活跃，比如恒大名都的交易
小组就分了两个部分，通用部
分里的商品大都是一些母婴用
品、美妆护肤产品和小家电；此
外还有专门的图书部分。除了
这些常见的品种以外，宠物、奢
侈品等也是经常出现的商品。

借着借着““卖二手卖二手””推销新品推销新品
点开“丹阳市”小组，活跃

人数明显比社区的小组多，里
面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在进
行价格排序后，记者发现了很
多标价为个位数的商品，部分
商品甚至标明“免费送”。在与
几位卖家进行沟通后，只有一
位卖家表示真的是免费赠送，
她表示自己孩子长大一些了，
一些婴幼儿用品是抱着与其他

“宝妈”交朋友的心态赠送的。
综合来看，很多
低价商品都是
卖家打的广告，
比如标价为1元
的一棵盆栽，实
际上是一个专
门贩卖绿植的
商店做展示用
的链接；同样标
价为1元的童装

是一个批发商招代理的广告。
网友“阿尔法”总结了他的经
验：“在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上，
真正的个人卖家与性价比高的
东西不是没有，但需要相当的
经验来进行辨别。比如同样的
商品，一个卖家一般情况下只
会有一件，如果有批量卖出的
痕迹就要当心了。”

夏天正式来临了！说到夏天，是不
是马上就会联想到浪漫的沙滩，碧蓝碧
蓝的天空？有没有想念在水中肆意玩
耍的畅快？

丹阳报团本期推荐“丹阳人自己的
水上乐园”赛乐姆水上世界，丹阳报团
价：家庭票 128元/张、成人票 50元/张、
儿童票 38 元/张, 营业时间：6 月 23
日-8月31日。

赛乐姆水上世界位于丹阳市访仙
镇南 122省道机场路与丹东路交汇处，
占地面积 100 余亩，最大游客接待量
6000人。（王渊）

购票方式：丹阳报团微店
咨询电话：13912814506、86983129

丹阳人自己的水上乐园

不同于普通购物网站，二手
买卖没有太多的针对某件商品
的第三方评价可以给买家参考，
某些APP上可以查看该卖家个
人信用信息和以往买家留下的
评价，但这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印
象。在二手交易平台买到有问
题的商品不是罕见的事情，市民
刘小姐曾在某APP上购买过一
套被描述为“全新未拆封”的护
肤品，但收到商品的她非常生
气，因为这不仅是开过封的，还
是假货。“因为家里还保存着从
专卖店里购买的同款产品，假货
和真货从包装上差异就非常大，

我立即联系了卖家要求退货和
退款，但被对方拒绝了。”刘小姐
说，“随后我就申请平台官方介
入，然后卖家就发私信给我要加
微信私下解决，我坚持在平台上
解决，最后成功退款了。”对于这
种情况，刘小姐建议大家一定要
及时开始维权，因为收货后时间
一长平台默认交易成功就不太
好解决了，而且一定要保留好证
据，比如平台上的聊天记录、开
箱照片等等。“还有千万不要同
意私了，一旦没有官方客服来主
持公道，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刘小姐补充道。

买卖还需诚信买卖还需诚信，，遇事及时维权遇事及时维权

在某网站浏览坐标为丹阳
的二手物品时，记者发现一位卖
家出售的商品格外吸引眼球，都
是陶罐、瓷片一类的“古董”，这
位卖家声称自己的东西“保真”，
一些陶罐的介绍中写着“大运河
出土，有收藏和研究的价值”。
在商品下的评论中，许多热心网
友都质疑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那么这些“古董”是真的吗？如
果是真的，这种行为是不是私自
贩卖文物？这合法吗？为此，记
者联系了市文广新局文物科，工
作人员表示，如果这位网友持有
的确实是从大运河取得的文物，
他应该做的是上交，私自贩卖肯
定是违法的。请市民注意，违反
国家法规的违禁品、保护动物以
及严重侵犯隐私权的物品等都
不能买卖，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不是什么都能拿来卖

丹阳拍客在线

《安乐晚年》网友 焦外像

如果您有二手交易信息想发布，
欢迎登录曲阿论坛“二手交易”版块发
帖。网址：http://bbs.dydaily.com.cn/

丹阳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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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是你，是你，
还是你
■ 静子

俄罗斯 世世界杯界杯

又是一场进球大赛，这样的世
界杯对伪球迷的我来说，那是相当
的过瘾，虽然最终“两牙”以平局收
场，但这不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
话：牙牙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泯
恩仇！（嘿嘿）

我关注这场比赛，是因为有C
罗。认识C罗这个名字，完全是因
为工作的原因，当时编辑稿子时总
会看到是罗纳尔多（大罗），后来又
有了一个小罗，如今又出现一个C
罗，把我搞得七荤八素，到最后反
正都是罗纳尔多，就都喜欢吧。

说来也怪，自从关注上 C 罗
后，发现这小子长得还真帅，那肌
肉杠杠滴，踢球更是帅呆了，好像
生来就是为踢球，简直就是进球机
器。他在欧冠的表现有目共睹，当
然他的对手梅西也表现不俗，两人
真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到了世界杯，刚好梅罗二人又
先后登场，更点燃了亿万球迷的热
情，双方粉丝更是打起了口水仗。
但C罗，以他的坚毅、自信、凶狠，
狠狠打了梅迷的脸：制造点球、亲
自罚进点球；制造任意球、亲自罚
进任意球，最后时刻救主。在这场
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上演
帽子戏法的C罗将个人英雄主义
发挥到了极致。不懂球的我也看
得心跳过速，超级激动。

最终，虽然双方战平，稍嫌遗
憾，但这样的进球，相信会深深留
在你的脑海里。这，才是世界杯
呀！也只有C罗才会带给你的享
受。

可能是C罗的表现太光芒万
丈，代表阿根廷出战的梅西彻底哑
火了，最终罚点球时脚都软了，软
绵绵的球当然进不了门，害得老球
王马拉多纳在观众席上急得抓耳
挠腮。虽然都是平局，但个中的内
涵相信大家都清楚。有球迷戏称：
C罗“调起太高了”，梅西这歌当然
不好接。

世界杯还刚刚开场，不知葡萄
牙队能走多远，但他们拥有C罗，
是他们的幸运，希望他们的其他队
员多多少少能做点贡献，可别总让
C罗1：11，那他也总有会累垮的那
一刻；也希望梅西可别真的没戏，
否则C罗在球场上的“兽性”不能
完全被激发，那对球迷来说是种损
失。

C罗，是你，激发了我对世界杯
的兴趣；C罗，是你，“引爆”了刚刚
开始的世界杯；C罗，还是你，让亿
万球迷一夜甘心情愿未眠，第二天
依然谈兴很浓。C罗，看好你哦！
祝愿你在俄罗斯的灿烂之夏完美
绽放！

点球点上站着的是当今
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阿
根廷队队长，里奥·梅西。门
前准备守门的是一个大多数
球迷都叫不出名字的守门员，
冰岛人汉斯·哈尔多松。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完
全倾斜的天平上，哈尔多松扑
出了梅西的点球。这个在整
场比赛中贡献精彩表现，像一
座冰山般稳稳镇守冰岛队后
防体系的门将，没有接受过专
业的门将训练，还是一个被足
球“耽误”了的导演。

2012年冰岛参加欧洲杯
的球队宣传片导演就是门将
哈尔多松。在哈尔多松的足
球生涯中，导演这份工作并未
停止。“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正
经职业其实是导演，我靠它赚
了很多钱。”高中开始，哈尔多
松就开始了兼职的拍摄工作，
为歌手免费拍MV，后来也拍
过一些电影、电视广告和电视
节目。

在冰岛，有一档节目叫
《我们的职业球员》，节目中，
哈尔多松拍摄了很多冰岛的
职业球员，其中一个叫古德约
翰松，他后来成为了哈尔多松
在国家队的室友。

做导演期间，足球是哈尔
多松一直没有放弃过的梦
想。1985年出生于雷克雅未
克郊区的哈尔多松甚至没有
接受过专业的门将训练，他不

知道门将究竟该做些什么，没
有专业的训练场地和团队，只
能自己将球踢到墙上，等球反
弹回来后再去扑。

2004 年，20 岁的哈尔多
松差点放弃足球道路。他在
试训中被一家心仪的俱乐部
拒绝，回到家乡后又因为自己
犯大错误导致球队降级。哈
尔多松意识到，要不要继续做
球员，是时候该做出一个决定
了。如果这个决定是放弃，那
么现在可能世界上会多一个
导演哈尔多松，而少一个门将
哈尔多松。

好在哈尔多松没有放弃，
他的爸爸也鼓励他，认为他应
该去做一些现在可能想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和他的偶

像布冯同场竞技。2016年，淘
汰英格兰进入欧洲杯八强的
冰岛，让哈尔多松的梦想逐渐
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哈尔多松是整个冰岛足
球的缩影。他们的教练是个
牙医，队长冈纳尔松年轻时是
打手球的，右边卫萨瓦尔松17
岁时差点转行去做了飞行员，
中卫奥德纳松是美国阿德尔
菲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硕士。

33万人口的小国，只有 4
个月可以在室外踢球的气候，
让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
冰岛更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奇迹。但冰岛球迷说了，“我
们不是奇迹，我们有能力走得
更远”。

（综合）

●6月18日 20：00
瑞典-韩国

●6月18日 23：00
比利时-巴拿马

●6月19日 02：00
突尼斯-英格兰

扑出梅西点球的是一位导演
冰岛门将从中学起就开始拍片 主教练是牙医 右边卫差点成为飞行员

冰岛队守门员汉斯·哈尔多松

新华社电 16日在世界杯Ｃ
组比赛中，法国 2:1 险胜澳大利
亚。知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在参
加高德地图直播活动时对这场比
赛进行了现场解说，并批评法国队
主帅德尚是“豪车的差导航”。

作为夺冠热门，法国队首次亮
相却迟迟打不开局面。对此，黄健
翔表示，不是法国队球员发挥不
好，主要是德尚比赛“导航系统”用
得不好。法国队拥有博格巴、格列
兹曼、姆巴佩等明星球员，但因为
教练战术思路不对发挥不出水平。

“我觉得格列兹曼不能在前
边，他应该在高中锋的后面拿球，
他顶在这里完全被对方给怼死了，
这也是法国主教练一直被垢病的
地方。这就好像一辆品牌豪车却
安装了一个非常差的导航系统，”
黄健翔表示。

赛前，黄健翔预测本场法国队
将2：0获胜，并赌上了一万只小龙
虾。因猜错比分，他也兑现承诺，
活动现场推出“龙虾山”，与球迷们
一起享用饕餮大餐。

这是时隔多年黄健翔再次解
说世界杯赛事，此次他还带来了新
的“导航式”解说。“超速！小心红
牌，您这一脚世界波用力过猛了！”

“偏离路线！还好您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让我帮您重新规划。”黄健翔
是高德地图第十位明星导航语音
代言人，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黄健
翔导航语音就已上线，融入大量足
球用语和黄健翔特有的激情解说。

猜错法澳比分 怪德尚“没用”

黄健翔输了
一万只小龙虾

新华社电 一边是更新换代
完毕欲雪巴西世界杯之耻的英格
兰队，一边是时隔12年再次登上
世界杯舞台的突尼斯队。到底是
青年当道的“三狮军团”旗开得
胜，还是团队至上的“迦太基雄
鹰”突出重围。当地时间18日晚
在伏尔加格勒体育场，一场90分
钟的比赛将为球迷揭开谜底。

近年来的世界大赛留给“三
狮军团”的记忆是苦涩的。2014
年的巴西世界杯，英格兰队一场
未胜小组出局，随后杰拉德退出
英格兰队。2016年的法国欧锦
赛，英格兰爆冷输给名不见经传
的冰岛队止步16强，一年后鲁尼
也宣布退役。巨星归隐，英格兰
不得不开启了更新换代。

现如今，英格兰主帅索斯盖
特执掌的是一支十年来最年轻的
英格兰队，23人平均年龄刚刚超
过26岁，队中只有卡希尔、琼斯、
亨德森、斯特林和维尔贝克5人
参加过巴西世界杯。就是这支青
年军，却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中展现出不俗的战绩。8胜2平
的战绩让这支英格兰队以小组
头名顺利出线，更值得一提的
是他们只失3球，是该阶段防守
表现最好的球队。

不过，锋线乏力一直是近
年来英格兰队的顽疾。据统
计，自1990年以后，英格兰队个
人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仅为 2
球，而且在近 9 场世界杯比赛
中，英格兰队没有一场比赛攻

进 1个以上的进球。今年在俄
罗斯，球迷们也期待由凯恩、瓦
尔迪、斯特林等人坐镇的英格
兰锋线能够打破这个尴尬的纪
录。

突尼斯恰好成为这支“三
狮军团”的第一块试金石。作
为英格兰世界杯的首个对手，
突尼斯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都
逊色不少，因此这场比赛英格
兰也志在全取三分。正如英格
兰中场阿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的，“我们要在世界杯上赢得比
赛，要对自己要求更高，如果我们
取得了第二名，我们会感到很失
望”。

相比于英格兰，突尼斯队此
次出征俄罗斯的阵容可谓星光暗

淡。目前突尼斯阵中最大牌的球
员当属27岁的前锋哈兹里，本赛
季在法甲雷恩队表现出色的他非
常希望可以迅速从大腿伤势中恢
复，从而出战对阵英格兰的小组
首场比赛。他在接受英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自己或许无法踢满90
分钟，但“最重要的是帮助到突尼
斯国家队”。

从预选赛和热身赛的表现
来看，虽然在非洲5队中大牌球
员最少，突尼斯或许是非洲球队
中最注重团队协作，整体作战能
力最强的。这或许可以从他们的
国际足联的排名中得到佐证，截
至 6月 7日，他们世界排名第 21
位，是排名最高的非洲球队。

更新换代完毕“三狮军团”盼“擒鹰”

科拉罗夫世界波

塞尔维亚胜哥斯达黎加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20 时，
2018俄罗斯世界杯E组展开首轮
争夺。在萨马拉宇宙竞技场，塞
尔维亚队 1-0击败哥斯达黎加
队，终结了对手在世界杯决赛圈

连续5场常规时间不败记录，同
时这也是塞尔维亚队在决赛圈近
8战拿到的第2胜。第56分钟，塞
尔维亚队队长科拉罗夫直接任意
球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此役是两队历史上的首次
交锋。在迎来自己的第五次世界
杯决赛圈之旅前，上届世界杯八
强球队哥斯达黎加队在近10场
国际A级比赛中仅取得2胜，并
且23人大名单的平均年龄达到
29.6岁，是32强球队中“最年迈”
的球队；塞尔维亚队此前在决赛
圈中三次面对中北美球队未尝败
绩，不过出战时是以南斯拉夫队
的身份，而塞尔维亚队则是32强
球队中平均身高最高的队伍。

哥斯达黎加队方面，博尔赫
斯第114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从
而超越罗兰多·丰塞卡成为球队
历史出场次数第三多的球员，门
将位置是来自皇家马德里的纳瓦
斯，锋线上是由乌雷尼亚顶在最
前，虽然这是他在决赛圈踢得第5

场比赛，不过却是首次先发登
场。塞尔维亚队，世界杯前确定
转会到广州富力的托希奇首发出
场，伊万诺维奇迎来个人的第
104场国家队比赛，从而超越斯
坦科维奇成为塞尔维亚队历史第
一人。

身价方面，两队之和达3.13
亿欧元，其中哥斯达黎加23名球
员总身价4015万欧元，在32强中
排名倒数第四，皇马门神纳瓦斯
以1800万欧元居首，几乎占到全
队总价的一半。而塞尔维亚 23
名球员总身价为2.73亿欧元，排
名32支参赛球队的第13位，拉齐
奥小将萨维奇价值9000万欧元
成为队内头牌，而曼联中场大将
马蒂奇的身价也达到4000万欧
元。

科拉罗夫直接任意球破门科拉罗夫直接任意球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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