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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感兴趣的

[一周好货]

继上周被读者大人抓包元
旦偷懒之后，哥痛改前非，低调
做人，一直在⋯⋯好吧，我知道
没人想听我是在如何#认真勤奋
干活#这种戏码。

没想到，在上周忏悔文版面
发表之后⋯⋯奇迹出现了！

1月11日 11:15，微信论坛。
#娜娜#：! 青春哥元旦没偷

懒! 原本只是觉得好玩逗一下
青春哥，没想到哥回复我而且很
认真很用心地承认错误，好吧好
吧，原谅你了，你真的没偷懒，我
很满意啊哈哈~青春哥要努力工

作哟，支持青年报，支持青春哥
~。

三分钟后，在微信后台。
#娜娜#大人给哥留言：这

样可以吗？不要耽误你发年终
奖!这样可以吗？不要耽误你发
年终奖

这就是上周抓包哥偷懒的#
娜娜#酱，真是感动平台好读者，
哥被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除了⋯⋯良心好痛是怎么回事？

#娜娜#大人，欢迎您加入微
信平台青春哥脑残粉行列~~嘻
嘻。

遇见好读者，良心突然很痛是怎么回事

淇寂：
一直对成龙没有爱，对家人

一点都不关心，搞这么多绯闻，还

装作一副特别正直的样子。他在乎

的只是他自己的形象而已。对那些

给他生儿育女的女人根本不关心，

更别提对孩子怎样了。一个孩子的

成长需要父亲的陪伴，母亲是不够

的。一直放任不管，直到儿子出事

才一副对不起大家我教子无方的

样子，甚至连孩子的宣判会都不去

参加。房虽然做得不对，但是家长

都没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支

持，而是就把他扔在那里受众人指

责⋯⋯呵呵，这算什么，孩子三十

多岁了才对他进行挫折教育？

Helen：
成年人就应该对自己行为负

责，缺少父亲关心能算借口吗？父

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关心爱护的

只是表达形势不一样。这都看自

己的。自律，父母不可能管你一辈

子。都要考自己。现在他也收到法

律制裁了，就希望能改过自新，重

新做人，吸取教训。

娜娜：
! 成龙，中国式父亲不懂

爱？! 你一句不懂爱就把责任

推得干干净净，你真的是不懂，

还是压根就不想懂？孩子对你

来说就是 娶 老 婆 赠 送 的 财 产 ，

必须按你的想法生存，用钱养

孩子，你以为养花养草呢？！理

解房祖名，这种事，不缺爱的永

远不懂，说风凉话的永远站着

说话不腰疼。不了解这种感受

的无权指责！

优优酱：
看 到 今 天 凤 凰 男 话 题 了

⋯⋯其实身边有几只，不过他们

除了不太会相处女生，倒也没

想的那么美⋯⋯现在你要说出

身问题的话，其实木讷和滑头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主要是

看他成长的教育，大部分农村

父母识大体，孩子也是好人一

个，奇葩父母的话⋯⋯

其实也不单单在农村，认识一

个朋友在琴行当老师，别人请她家

教要她录入指纹，不能言语和肢体

刺激孩子，签合同如果家里少了东

西要她配合警方搜查，还当面说，

他家不会看不起在琴行打工养活

自己的。朋友气不过说不教了，她

们还去琴行闹场⋯⋯觉得他们孩

子前程凶多吉少⋯⋯

[一周大评论家]

签证政策放宽加温春节赴日游
沪加开临客109.5对
1.6万张团体票未取

福岛等有望成为热门地
此次，日本签证放宽条件主要还

是集中在资产条件上。

例如，在冲绳及东北三县（ 岩手

县、福岛县、宫城县）的3年多次签证

中，资产要求从“ 年收入25万元以

上”放宽为“ 年收入20万元以上”；另

外，年收入达不到20万元以上，但只

要过去三年内到过日本（ 跟团、自由

行、商务均可）且年收入超过1 0万元

的人士同样可以申请3年多次签。而

在5年多次签中，申请对象需为年收

入至少50万元以上、拥有相当资产的

人士。

换言之，办理多次签的资产最低

要求是年收入1 0万元以上，同时申请

者过去3年有赴日经历。

由于日本旅游资源丰富，不同季

节不同看点，因此在上海旅游市场

中，日本线路一年四季的客流量都较

为稳定。

“ 拿到3年多次往返签证的人，首

次赴日，行程中必须包含冲绳、岩手、

宫城、福岛四地之一，至少要在这四

地中的一地住一个晚上，并且要拿到

所住宾馆开具的居住证明，回沪后交

付领馆备案，下次前往日本才能通行

无阻。因此这一新政策很可能令旅行

社对线路选择方面作出相应调整。比

如增加冲绳的线路，会开通前往东北

三省的线路。”一位旅游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

该人士还表示，政策放宽条件

前，3年多次往返签证已经实施了4

年，一般沪上的游客首次都会选择

冲绳，岩手、宫城、福岛三地因为地

处东北，离核辐射区域较近相对不

受人关注。如今3年签条件放开，再

加上最早一批拿到3年签的签证又

陆续到期。因此岩手、宫城、福岛势必

将成为下一批热门地。其实宫城县的

仙台地区优质景区众多，且离东京又

较近，游客完全可以从东京乘新干线

前往宫城县的首府仙台。

春节价格走高 基本无余位
昨天，记者浏览了几大旅行社的

官方网站，发现日本游的产品线路主

要还是集中在东京、大阪、京都、横

滨、富士山、北海道、冲绳等经典常规

景区，且适逢冬季，产品选择里有不

少是主打温泉游、赏雪游，价格集中

在3500元—20000元之间，极端产品

售价高达4万以上。自助游、半自助游

品也不少，价钱在2500元到1 万余元

不等。

今年春节出游人数和去年同期

相比有至少50%的增长，其中出境游

产品的预订量占比过半，而日本则

是出境游最火爆的目的地之一，基

本都快售罄了。赴日机票更是出现

“ 一票难求” 的现象，由于机位不

够，机票价格偏高。

因为看好日本旅游市场，旅行

社 也 推 出 了 更 多 赴 日“ 包 机 ”产

品，并预计日本或将成为今后一两

年旅行社“ 包机”竞争的主要目的

地。

青年报 记 者 从 一 家 旅 行 社 获

悉，“ 赴日签证要求还是比较高，需

要市民提供较为详细的个人资料，

并且多次往返的签证更是不容易获

得，这次签证政策放开，一下子就

刺激了市场，最近几天，致电咨询

的大部分市民都是询问赴日旅游线

路的。”

尽管春节期间日本相关线路价

格比平日有所上调，但从目前的咨询

和预订量看，价格的因素并没能影响

市民们“ 海外过大年”的热情。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今年春运

期间，铁路上海站计划加开川渝、云

贵、安徽，以及汉口、长沙、郑州等方

向临客1 09.5对，这些临客车票将于

今天正式起售，没买到车票的旅客可

抓紧机会抢票。此外，针对近期旅客

退票逐渐增多的情况，上海站售票处

二楼已增设退票专处。

青年报记者昨日从铁路上海站了

解到，201 5年春运务工团体的订票工

作已经全部结束，今年共接待2856家

企业团体和1 281 个自组团体办理务

工团体票申请，合计67790张，其中兑

现631 36张，兑现率为93.1 %。截至1 月

1 5日，尚有1 .6万张左右团体车票尚未

取出，成功订票的旅客要尽早到就近

代售点或站区售票处取出纸质车票。

铁路部门透露，今年春运期间，铁

路上海站计划加开川渝、云贵、安徽，

以及汉口、长沙、郑州等方向临客

1 09.5对，这些临客车票将于今天正式

起售，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为20

天，统一按始发站起售时间起售；市内

各代售点预售期为1 8天，8:00起售。

为满足旅客退票需求，铁路部门

在上海站售票处二楼增设退票专处，

开设4 个退票专窗，营业时间为7:

00-1 9:00，其余时间仍在售票处一楼

办理。

距离春节长假还有一个月之时，日本签证政策放宽的消息让不少市民赴日游热情升温。据同程、携
程、春秋等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今年春节赴日旅游的游客数量或创出最近三年新高。新政公布后，对
未来的赴日游带来哪些影响？包括签证申请对资产有何具体要求？

青年报首席记者 陈轶珺

【 爆笑出炉】美版《 甄嬛传》
翻译成国语腔：你们这群愚蠢的
土拨鼠，看在上帝的分上，皇上你
快开门啊！

美版甄嬛传要是成为央视译

制剧会是什么调调呢？

网友@要上我请随便po出一

段分别以欧美剧译制腔调、日剧

译制腔调以及天津腔调的甄嬛传

片段，真真叫人不能停止大笑

【 房祖名抱怨成龙对他关心
太少】成龙，中国式父亲根本不
懂爱

房祖名日前确定被判刑6个

月，外传是他一封家书感动相关

人士，内文除向家人道歉，也提及

自小已感受到无形压力，怨说：

“ 爸爸对我的爱不够。”他说缺少

父爱、误交损友两大原因，自己才

会误入歧途。

【 证件照攻略让你不再被丑
哭】80后该换二代身份证啦

今年26至35周岁的“ 80后”

小伙伴们注意了，最近别忘了拿

出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证件的有

效期是否快到了？按规定，首批有

效期为1 0年的二代身份证面临

换证。需要到期换证的“ 80后”可

提早换证，避开换证高峰。

【 伪命题？真命题】并非有钱
任性富二代其实内心很孤独

当一个富二代是什么感觉？

犹如在云霄飞腾般然后一股“ 我

最幸福”的气息常驻身边？还是

像有媒体报道的那样“ 有钱人很

孤独”？其实不然~ 有人说咯，

“ 富二代孤独”是个伪命题

[微信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