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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时事 (0451)84692201

搬家刊登电话

出 兑
松北区龙江第一

村轰趴别墅旺季出兑，
300平米，25万装修，现只
兑5万，装修加全套设备，
另加租金，适用于轰趴，
网红店，个人会所等。

联 系 电 话

13339405626

百业信息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
富氧泉负氧离子

液诚招全国代理商，负氧
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 负 氧 离 子 ，含 量 达
5000/cm3 净化空气，抗菌
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
公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滨牌汽车修配厂

好 消 息 ！ 好 消
息！（松北区）滨牌汽车修
配厂开业了！现承接社
会车辆，单位车辆，维护
保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轮胎、维修。诚招
学徒工若干名。

电 话
0451-55339222
13946058868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
住的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 、食堂、护
士站、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班、
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无线
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一元养老公司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老年公寓

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电话：84681180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登报请通

过正规渠道办理，避免经济损失！

王萍13351116219

搬家专栏

居民 公企 大学生搬家 长短途搬运 空调安装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可开发票 配货物流

信誉搬家
15331886393
15904504951
18245175648

道里
道外
群力
哈西
南岗
香坊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可开发票 配货物流

旺运来搬家
道里道外
群力哈西
香坊动力
24小时客服

15124573535
18746013004
18745167586

居民 公企 大学生搬家 长短途搬运 空调安装

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全市各区派发车 退伍军人 真诚服务
专业公司 企业搬家 居民搬家 长短途运输

18504618181
18846811515

兵哥搬家

江北道外
香坊动力

南岗道里
哈西群力

挪用公款赌博、网络打赏
多名“90后”干部被查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一场司法拍卖中，一张起拍价80元的游戏卡牌被炒至8700余万元。虽然这场
天价拍卖因“拍品与实际竞价严重不符，可能存在恶意炒作与竞价行为”被叫停，但游戏卡牌的原主人“95后”干部张雨杰，却因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据
查，其在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工作期间，通过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侵吞公款近7000万元，用于消费挥霍和支付买房费用。

张雨杰案并非个例。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已有多名“90后”干部被查，其中不少人刚踏上工作岗位就贪腐堕落，且涉案金额巨大。十九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强调，高度关注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年轻干部腐败案件呈现哪些特点？他们滑向腐败的原因何在？记者采访了相关办
案人员，探寻应如何督促年轻干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因为我的贪得无厌、挥霍无度，
直接造成单位近800万元的亏空，间
接造成1300余万元的销售损失，这是
不允许，也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
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原业务员罗垲峰的忏悔。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位年轻的国
企干部虚荣心很强，追求极致的个人
享受——沉迷手机游戏，花费40余万
元充值和雇代练，只为达到所谓的顶
级层次，在虚拟世界里威风一把；喜爱
奢侈品，是当地顶级购物中心的常客，
花费不下七八十万元。

无底洞般的物欲，靠什么来填？
经查明，罗垲峰利用职务便利，变卖铁
路建设物资钢材和水泥，并将货款占
为己有。迷失于享乐主义的他，贪污
717万元，受贿12.5万元，职务侵占
52万元……最终，罗垲峰因犯贪污
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2年6个月。

通过违纪违法获得巨额收益，以
此满足个人的奢侈生活，罗垲峰的案
例具有典型性。年轻干部出生成长在
物质相对富足的年代，面对的诱惑也
更纷繁复杂。从网络游戏到名品大
牌，如果失去理想信念，在物欲中迷失
自我，就容易被消费主义裹挟，陷入虚
荣攀比的怪圈。

“我纯粹为了消磨时间，几十块
钱不算什么。”下注金额从一两元，到
三五千甚至上万元，河北省南宫市水
务局财务股“90后”原干部李晓飞在
网络赌博的世界里越陷越深。2018
年4月，面对催债消息，李晓飞盯上了
单位的公款，他趁着股长不在、副股长
请产假在家的机会，从单位账户里挪
出20余万元。随后短短8个月时间
里，他共挪用、贪污公款 1921.88 万
元。

“不少人幻想着，只要赢回来就
可以补上挪用的窟窿。殊不知，一旦
动了公款就已经涉嫌犯罪，而且赌博
是件十赌九输的事。最后，他们往往
会从挪用演变成贪污。”浙江省杭州市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很多年轻干部的腐败问题，有传
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相互交织的特点。”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人民大学
反腐败与廉政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昭晖认为，现在
年轻干部能熟练运
用科技产品、智能工具
等，因沉迷网游、网络打赏、
网络赌博而导致腐败的案例
时有发生。

沉迷享乐让一些年轻干部越陷越深

“半年时间内，贪污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养老保险费60多万元，涉及27
家单位178人……”5月18日，河南省
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
中心召开警示教育会，通报了该中心
原干部穆玉龙制作“李鬼”二维码的违
纪违法案例。

2016年8月，26岁的穆玉龙进入
华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
从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穆玉龙不愿过艰
苦生活，在虚荣心理作祟下，把黑手伸
向了该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补缴的养
老保险费。2019年12月，他利用职
务之便，私自将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页
面名称篡改为“中国社会保险华龙区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并将此
二维码出示给前来缴费的人员。

如此一来，本应打入公共账户的
养老保险费，便进入了穆玉龙个人的
腰包。此后，他陆续通过个人支付宝、
微信账户及现金方式，违规收取辖区
机关事业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60
多万元。穆玉龙仅将8000余元上缴
到区社保中心财务室入账，其余全部
用于个人消费。

“微信钱包、支付宝付款等支付方
式及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贪腐行为
更加便捷，也更加隐蔽。由此还延伸
出通过电脑伪造银行存单和报销单、
挪用公款购买网上理财产品等新型犯

罪方式。”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审理
室副主任范兆城告诉记者。

伪造二维码只是新型腐败套路之
一，还有人利用公款私存、延迟进账的
方法，玩起了“腾挪戏法”。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春
园村原报账员朱锐锋，曾负责村里与
农户之间的资金收缴和支付等工作，
经常接触到大量现金。2014年1月，
这名“85后”年轻干部把赚钱的目光
瞄准了代收代缴的村民农医保款。朱
锐锋把34万元村民农医保款转进个
人余额宝赚利息，待一个多月后农医
保款上缴时，已赚得1000多元的“外
快”。

尝到甜头后的朱锐锋一发不可
收拾，不按规定将农医保款、征地养
老保险金等资金缴纳到村对公账户
中，而是先后多次通过延迟入账等手
段，利用手机软件将资金转账到其个
人银行账户中。此后，他又沉迷炒
股，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公款越挪越
多，时间越延越久，在犯罪道路上越
走越远。2020年3月，朱锐锋因犯挪
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2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进步，
“围猎”的手段、方式也日趋多样，不少
年轻干部在微信红包、代付消费金等
新型行贿方式面前失守。

利用数字支付、电子理财等方式贪腐行为更隐秘

梳理近年来多地通报的年
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从“80
后”到“90后”甚至“95后”，案情
触目惊心。学历高、能力强、潜
力大，这些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
人，为何自毁前程、堕入违法犯
罪的深渊？

被查处的年轻干部，大多集
中在“管钱、管项目、管审批”等
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工作岗
位。他们虽然没有多高的级别，
却因身处一线岗位，拥有着直接
办理具体事项的便利。其中一
部分年轻干部便利用监管漏洞，
将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据为己
有，小错逐渐累积成大错。

浙江省余姚市房地产管理
中心财务科原科员毛凯，利用职
务便利，私自开具现金支票从
银行取现。他先后37次从余
姚市房地产管理中心经济适
用房专户挪用公款266.45万
元，并将其中的236.42万元

用于网络赌博非法活动。
5个月，37次挪用，毛凯频

频得手的原因何在？“管理经济
适用房专户是我职责范围内的
事。专户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我，
而且专户的现金支票、财务章、
密码器都由我保管，所以挪用起
来比较方便。”按照规定程序，盖
完财务专用章后，支票还需由毛
凯的同事检查核对，盖上单位的
法人章。“都是一个科室的同事，
她比较相信我，所以会直接把法
人章给我让我自己盖。有时她
不在，我也会自己拿法人章来
盖，甚至一次性盖好几张支票。”

而更易让年轻干部丧失抵
抗力的，是单位不正之风的长期
浸染。个别领导干部带头违纪
违法，一些新入职的年轻干部缺
乏经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一旦接受不良环境的影响，错误
的行为规范在心中根深蒂固后，
就难以矫正。

“正是内心的贪婪和‘别人
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想法，
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回忆起
受贿的经过，四川省广安鑫鸿文
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
经理宋小林表示，是500元甜头
撬开了自己思想防线的第一道
缝隙。

被调到广安市前锋区住建
局工作没多久，单位负责的一个
项目即将完工，宋小林和其他同
事来到施工现场准备验收。临
结束时，施工方老板悄悄递给他
一个装着500元现金的红包。
正准备拒绝时，宋小林发现同事
都非常自然地收下了相同的红
包。“近在眼前的真金白银不拿
不占，实在可惜。而且如果其他
同事都拿了红包，我却不要，就
会显得格格不入。”此后的几年
间，宋小林怀着“大家都收，我也
跟着收”的念头，凡是参与工程
验收，对于主动送上的礼金来者
不拒，甚至期待通过工程项目从
老板那里获得更多好处。曾经
违纪违法的同事都受到了组织
的严肃处理，宋小林也不例外。
2020年9月，因涉嫌受贿犯罪，
宋小林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
机关。

精神空虚、缺少监管、随波逐流
年轻干部贪腐成因多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
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他们能
否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
扣子”，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
事业的未来。除了把政治标
准作为选拔任用首要条件，
严把政治关、廉洁关和素质
能力关外，还应发挥警示教
育的作用，使年轻干部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

惩治腐败没有年龄之
分，一旦触碰纪法“红线”，
无论年龄大小，都要被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在监督对
象范围上，要克服腐败分子

都是位高权重领导干部的
错误认识，不能因为年轻干
部入职时间短，思想相对单
纯，就放松了对年轻干部及
其行使权力的监督。”天津
市蓟州区纪委监委联合区
委组织部等部门，及时完善
干部谈心谈话制度，要求各
级党组织加强对年轻干部
的严管与厚爱，定期开展谈
心谈话，准确掌握他们的思
想动态、工作情况和“八小
时外”的生活情况，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
醒、教育、纠正。

帮助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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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点：哈尔滨音乐厅（群力大道1号）
业务电话：0451-84692455 售票电话：0451-84699400
关注最新演出资讯，请加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yyt0451

哈尔滨音乐厅演出

“青春与命运”俞潞与宁波
交响乐团贝多芬专场音乐会
时间：2021.7.23 19:00
票价:50元/80元/180元/280元/380元

印象宁波 俞潞与宁波
交响乐团音乐会
时间：2021.7.22 19:00
票价:50元/80元/180元/280元/380元

本周本周88部新片上映部新片上映

““白蛇白蛇22””对打对打““贝肯熊贝肯熊22””

进入暑期档，动画类影片逐
渐增多。记者从冰城影院获悉，
本周将有8部新片上映，最“打眼”
的当属7月 23日上映的《白蛇2：
青蛇劫起》和《贝肯熊 2：金牌特
工》。尤其是《白蛇2：青蛇劫起》，
目前猫眼“想看”人数已30万，妥
妥的为国产动画“争脸”。

作为《白蛇：缘起》的续集，
《白蛇2：青蛇劫起》主要讲述白蛇
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青蛇为了
救姐姐出来，也为了解开自身身
上的孽缘，由此展开一系列故
事。据悉，影片制作水准全新升
级，“脑洞大开”打造宏大诡谲的
修罗城幻境。其中，极具东方奇
幻色彩的风、水、火、气四劫场面，
令人更为期待小青的冒险之旅。

以轻松诙谐的喜剧风格为主
的《贝肯熊2：金牌特工》，近日曝
光了“暑假特供”预告：蠢萌贝肯
在落入反派的陷阱后，决心踏上
找回重要芯片、拯救特工的冒险
旅程。他一路遭遇围追阻碍，困
难重重，却因天性乐观，坚持不

懈，得到了人脉天王猫头鹰老大
等一众好友的帮助。超能伙伴全
力集结，一起勇敢拯救世界。在
之前的点映环节，许多家长和孩
子都对影片给予了好评。他们表
示：“电影教了孩子们很多道理，
比如人和动物的相处方式。孩子
们可能表达不出来，但是看过电
影后他们一定也会有自己的思
考。”

生活报讯（记者 薛宏
莉）黑龙江戏迷有福啦，记
者从黑龙江省京剧院获悉，
为让冰城戏迷们享受到一
场精彩的国粹盛宴，黑龙江
省京剧院首次邀请湖北省
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丑角
表演艺术家、二度梅花奖获
得者朱世慧，梅花奖得主裴
咏杰、王小蝉、万晓慧，以及湖北省京
剧院优秀演员共120余人来到哈尔
滨，将在7月26日、27日、28日三天
精彩演绎新编古典喜剧《徐九经升官
记》、经典老戏《大保国·探皇陵·二进
宫》和《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徐九经升官记》讲述了外貌极
丑陋的徐九经，一步步战胜私心，终
于成为心地美好、断案公正、人格崇
高的喜剧英雄人物的全过程。主演
朱世慧因为在剧中独创了“丑生”艺
术，得到“京剧第一丑”的美誉。26
日在哈的这场演出中，朱世慧将再现
剧中那个歪脖斜嘴高低肩的徐九经

经典形象。
27日演出的《大保国·探皇陵·

二进宫》又名《龙凤阁》，是一出老生、
花脸、青衣三个行当并重的戏。民间
有云“要想听，二进宫”，这出戏中，
徐、杨、李三人的对唱耳熟能详，值得
欣赏。

在众多的三国戏中，28日演出
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堪称最
为经典的一出大戏。一方面，剧情基
于《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故事，充
满了戏剧性；另一方面，历代名家对
此戏的精心打磨，也不断提高着这出
戏的艺术性，生、净、丑合作，让整部
戏剧冲突强烈。

三部京剧大戏 月末在哈上演

“中国京剧第一名丑”
再现经典形象

本周上映影片
7月19日

《三湾改编》
7月23日

《白蛇2：青蛇劫起》
《贝肯熊2：金牌特工》
《我的父亲焦裕禄》
《一席之地》
《大城大楼》
7月24日

《七月的舞步》
《巧虎魔法岛历险记》

由张嘉益、沙溢、刘敏涛、宋丹丹
出演的都市家庭生活剧《对你的爱很
美》，开播并无水花。记者了解到，该
剧围绕着两个风格迥异的爸爸展开，
主要讲述的是张嘉益饰演的“王大
山”，在已知情的情况下，甘愿当“接盘
侠”，娶了怀有别人孩子的“罗晴”。孩
子“王小咪”出生后，“王大山”把她当
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然而“王小咪”因
迷恋脱口秀，把亲生父亲“柯雷”当成
了自己的偶像。如此一来，几人陷入

了痛苦的煎熬。
按理说，喜剧模式加上“高配”的

主创阵容，让人不免期待它能成为今
夏一大“爆款”。但随着剧情的播出，
不少网友并不买账，直接吐槽：“陈年
烂桃子的剧情，还有味同嚼蜡的台词，
这是生活？成年人看这剧，就是膈应
而已。”从豆瓣短评和网播弹幕来看，
网友们接受不了的还有剧情中时不时
出现的“脱口秀”现场。“瞧了半天，没
觉得哪段脱口秀有精彩之处，跟记流
水账似的。既然编剧不太行，就不要
这么生硬地掰扯了。”

此外，还有一些网友接受不了刘
敏涛“翻白眼”的演技，“看得够够的，
厌烦了。”虽说《对你的爱很美》当做一
部“下饭”剧也还可以，但终究激不起
太多话题跟讨论度。

《北辙南辕》《对你的爱很美》陆续开播

7月中旬，依旧“剧荒”。许多观众原本指着冯小刚执导的《北辙南辕》，跟
张嘉益、沙溢、刘敏涛、宋丹丹主演的《对你的爱很美》“解暑”，结果却“期待了
个寂寞”。

虽说两部前后脚开播的电视剧，主创阵容都很大牌。但播出以来，豆瓣
还没有给出评分，足以证明网友们的失望。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王雪莹

都是“大牌”阵容 口碑却不咋地

冯小刚《北辙南辕》遭吐槽

网友：主演过得
太“小资”，不接地气

由蓝盈莹、金晨、王珞丹、啜妮、隋
源、韩庚、刘晓庆、朱时茂等人出演的
《北辙南辕》，开播后被贴上最显著的
标签，就是“不接地气”。记者了解到，
该剧讲述了五位女性携手创立“北辙
南辕”餐厅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与爱情
的故事。

因为同样有五位女主演，所以《北
辙南辕》跟《欢乐颂》中“五美”的模式
类似。但就目前播出的剧情看，该剧
的人物远没有《欢乐颂》精彩。被网友
吐槽：“人物太多，抓不住主线。”尽管
《北辙南辕》的女主角们，都有着不同
的性格、职业与成长背景，但她们在剧
中呈现出的却全都是精致、悠闲的“小
资”形象，角色显得重复而不接地气。

“你看《欢乐颂》就真实多了。除了安
迪外，‘四美’都租住在一起，连水电费
这样的生活细节都要讨论。《北辙南
辕》动不动就是装修豪华的房子和四
合院，连厨房的气质都不输美食博主

的厨房。”有不少网友指出：“这种高度
悬浮，远离普通人生活现实的剧作模
式，就像一层粉红色的滤镜，把真实的
女性视角和女性境遇模糊化和过度美
化，并没有反映出当代女性真正关心
的主要问题。”

此外，还有一部分网友对《北辙南
辕》的剧名进行了调侃：“好好的成语
非得反过来说，难道为了突出特立独
行？不如根据故事情节，改成《尤姗姗
和她的姐妹们》直截了当。”

《对你的爱很美》开播无水花

网友：剧情挺尴尬
台词如嚼蜡

济南民族乐团
国“潮”民族音乐会
时间：2021.7.28 19:00
票价:50元/80元/120元/180元/280元

哈尔滨交响乐团【琴憶】
弦乐四重奏【憶想不到 久久难忘】
视听专场音乐会
时间：2021.7.25 15:00 票价:50元

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组曲
《永远的山丹丹》
时间：2021.7.25 19:00
票价:50元/80元/120元/180元/280元

红色印记
大型交响视听电影音乐会
时间：2021.7.27 19:00
票价:50元/80元/120元/180元/280元

实习生 徐源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