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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网事

辞职专门
“薅羊毛”四年中奖上百次

网络“抽奖专业户”的“抽奖人生”
今年 38 岁的罗兵， 2012 年辞掉工作
后， 他开始借助网络在成都搜寻各种免费抽
奖的活动信息， 目的很简单， “薅一点羊
毛”。 无需成本， 每天对着电脑或者手机，
不停地刷屏推抽奖活动的商家微信公众
—这样的事， 罗兵已干了 3 年。
号——
抽奖个例
一晚上搞定空调 小奖品直接弃领
阿坤习惯把领回的大件奖品， 堆放在进
门的鞋架旁边。 他翻开手机， 在 2 月 27 日
结束的微信点赞赢蛋糕的抽奖活动中， 他的
票数位列前 10 名， “隔两天该领蛋糕了。”
而在最近一个月， 他还先后在其他微信公众
号通过刮奖和积累投票， 赢得了一箱方便面
和四星级酒店一晚免费住宿。 “要是我把奖
品全部保存好的话， 可以开一家生活小超市
了。” 阿坤翻出了放在家中的充电宝、 自拍
杆和便捷秤， 有的还没拆封。
玩抽奖活动 4 年来， 阿坤自称大大小小
的奖品中过上百次， 最初是有奖必领， 如今
他放弃了一些小奖品。 他指着墙上的空调
说， “那是最大的一个奖， 但奖越大， 中奖
过程越辛苦。” 当时， 商城的抽奖活动， 需
要参与者找人投票， 每一票得分有加有减，
如果总分刚好到中奖的分值， 就算成功。 在
微信群的帮助下， 活动开始第一天晚上， 阿
坤就把空调搞定了。
其实阿坤“真正开始发力”， 是从 2014
年起。 “反正从 2014 年到现在， 我就没有
再充过话费。” 阿坤笑了一下说， 他每个月
话费几十元， 而 2014 年 以 来 ， 单 单 通 过

阿坤说， 建了群以后， 他最多时一个月
至少要领 10 次奖。 在他看来， 现在领奖次
数多， 但奖品种类单一， 因此遇到同样的奖
品， 他不愿去领了。 “我现在把自己玩成个
半职业的了。”

“成都移动” 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抽奖活动，
中得的话费也有三四百元。
建群共享信息 平均一周三次活动
2012 年， 带女朋友看了一场电影后，
阿坤在想， 有没有免费领取电影票的活动，
经朋友介绍， 他下载注册了一个账号， 第一
次领到了免费电影票。
这次经历让他在免费追逐礼品的路上尝
到了甜头， 在微信公众号还未雨后春笋般诞
生的时候， 他开始筛选出一些活跃分子， 决
定建个群把这些人集结起来， 实现信息共
享、 相互助力。
不到半年， 阿坤的群发展到了 200 人，
随后， 群里的人数开始猛涨， 朋友拉朋友，
凡是玩活动并且愿意互帮互助的， 阿坤都
收， 如今群里的人数已经达到 400 多人， 阿
坤也被众多玩家称作“大神”。

抽奖人生
抽奖变味： 懂技术的修改数据拿奖
其实， 在激烈的竞争背后， 一些抽奖者
也动起了利用编程和软件对活动数据进行修
改的脑筋。 一位从事编程的玩抽奖人士透
露， 网推公司的后台程序员可能直接操纵分
数。 与此同时， 抽奖人也会在抽奖活动程序
上动手脚， 还有专门帮忙刷票的团队。
该抽奖人称， 曾经在一个公众号推出的
玩网页游戏积分获奖的活动中， 他通过电脑
操作， 更改了自己的积分。
另一种考手快的点击游戏， 抽奖人还可
直接下载一种点击加速器， “本来每点一下
有一分， 但通过这样的加速软件， 点击一
下， 分数会跑到好几分。”
对于抽奖专业户， 商家也是“有人无所
谓， 有人烦”。 对于需要用抽奖活动宣传新
产品和优惠政策的公司来说， 老面孔不受待
见。 成都某超市工作人员称， 我们希望更多
的市民能够参与活动， 了解公司的产品优惠
信息， 但如果这些信息长期被固定的群体霸
占， 也就失去了意义。 对方坦言， 那些专业
的抽奖人为了奖品， 频繁光顾， 其实并无问
题， 只是对商家来说， 抽奖人带走奖品， 在
看似热闹的场面背后， 商家的目的却没有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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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裴医生一篇辞职信 十万 + 阅读
为生计决定自己开诊所，坚守儿科的同时继续兼顾科普写作
裴医生辞职了！ 3 月的第一天， 打开
drpei 的微信公众号， 看到 《我辞职了》 的
文章， 一时之间粉丝纷纷评论转发， 阅读量
很快就破了十万次。 drpei 其实是深圳市儿
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裴洪岗， 他的微博、 微
信粉丝加起来超过 50 万人， 业余时间喜欢
在自媒体上发表育儿科普文章。 他决定辞
职， 自己开诊所。
在微博、 微信科普涨粉
决定辞职， 自己开诊所， 裴洪岗早有规
划， 一边以小儿外科医生的身份在医院工
作， 一边在微博、 微信发表科普文章吸粉。
裴洪岗起初上微博喜欢说医患关系， 后
来他改变微博内容， 将自己大部分业余时间
用在了育儿科普写作上， 陆陆续续写了近两
百篇文章。 因为内容靠谱而实用， 他已拥有
41 万多的微博粉丝， 去年一年微博的总阅

读量超过 2 亿次。 裴洪岗的微信公众号订阅
人数也超过 12 万， 公众号中 《艾畅， 因爱
而生？》、 《退烧为什么不要温水擦澡》 等文
章的阅读量非常高。 他的文章影响了很多
人， 有家长， 也有同行。
终于在今年 2 月 22 日， 裴洪岗觉得时
机成熟了， 向所在医院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裴洪岗发出 《我辞职了》 文章后， 很
多粉丝在文章下留言。 粉丝乐儿大力士评论
说： “感谢裴医生科普的知识， 为我这个新
手年轻妈妈提供很多帮助。 不忘初心， 方得
始终， 祝您创业成功， 越来越好。”
希望努力得到更好回报
作为一个医生， 裴洪岗觉得， 在临床工
作中看门诊， 查房、 做手术， 固然能救治不
少孩子， 但这个数量和作为一个育儿科普作
者帮助到的孩子不是一个数量级别， 作为一

个科普作者的价值已经远远大于他作为一个
医生的价值。
学儿科 8 年， 做儿科医生 12 年， 裴洪
岗不想放弃他所热爱的儿科职业， 所以他打
算把当医生和做科普结合起来， 开一家自己
能主导的诊所， 践行自己的医疗理念。 一方
面可以继续自己热爱的职业， 继续利用在这
个专业里的积累为孩子服务； 另外一方面工
作节奏也不用那么快，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
写科普； 更主要的是， 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
能有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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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微信豪发红包 惊呆家长
发红包不再是成年人的“专利”了，连小
学生也参与进来。 近日，广州市有些高年级的
小学生开始在微信抢发红包， 红包数额少则
十块八块，多则数百元，出手阔绰惊呆家长。
亲戚群里抢完红包 同学群互相派发
“我刚上班几天，没在家看着孩子，他都
翻天了。 居然一有空就拿手机出来玩微信抢
红包，几天时间来往金额都两三百块了。 ”家
长杜女士告诉记者，最怕就是春节过后家长
上班学校还没开学的这段“
空窗期”。
孩子的钱从哪里来？ 杜女士表示，春节
期间图个喜庆热闹，无论长幼，都在群里发
值班副总编 王桂芹

责编 王海霞 陈丁源

红包和抢红包，没想到这就埋下后患了。“大
家在一起抢发红包，数额不大，抢回来的就是
十块八块的，但积少成多，整个春节攒下来估
计都有三五百块。 ”杜女士表示，除了微信红
包外， 长辈还是会正儿八经地包一个大红包
给孩子，所以孩子根本就“看不起”微信里的
钱，在同学群里互相派发，闹着好玩。
“为了抢红包，孩子们还成立了红包 1 群
和 2 群，1 群里的都是大数额的，2 群里的人
稍微多一些，就一块几毛地发。 ”
有学生红包金额 高于父母年终奖
一个春节下来， 孩子们能收到多少红包？
版式 刘 浩

记者在某小学的班级 QQ 群里做了一个调查。
根据 23 位家长不完全统计， 孩子收到的红包
最高可达两万元左右，最低的也有 1000 多块。
“别看我们孩子收到的红包过万，这个只
是数字游戏，孩子红包收得越多，代表家长发
出去更多。 ”一位家长在群里吐槽，称他们两
夫妻加起来的年终奖不过万元， 直接被孩子
的红包金额秒杀了。“
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有
的比较爱面子，对孩子的红包出手阔绰，但作
为父母不能占人家便宜啊， 也得给对方孩子
一个分量相当的红包。 ”该家长表示，其实成
人世界的攀比无可避免会影响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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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整容后
未及时办新身份证
银行开户遭拒

“这真是我！ 不信， 你看！ 这照片上的眼
睛， 和我脸上的是不是一样？” 3 月 1 日下午，
25 岁的福州女子小林在一家银行内， 急得一
头汗。 但不管小林怎么解释， 银行柜员就是不
愿给她办理开户业务。
其实， 这是“爱美” 惹出的麻烦。 去年 9
月， 小林做了整容手术， 但术后一直未更新身
份证， 所以本人容貌和证件上的照片有了一些
差异。 银行工作人员无法确认“人证合一”，
拒绝为小林开户， “请您再携带一些能够证明
身份的证件前来。”
小林等了半天才排上号， 一听就着急了，
一气之下报了警。 民警赶到银行后， 也无法确
认小林本人与身份证照片上是同一人， 只好将
小林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核实身份。 在派出所
里， 民警比对户籍信息资料， 问了小林好一会
儿， 才确认此小林， 就是彼“小林”。 民警建
议小林， 为了能在银行开户成功， 还是尽快办
理新的身份证。
民警提醒爱美女士， 如因手术、 整容等原
因， 容貌发生较大变化， 应带上原身份证、 户
口本， 街道办或派出所身份证明， 整容证明
(包括病历、 诊断证明书、 整容前后的照片)等
证明， 及时至派出所重新拍照片， 办理新的身
份证， 以免在生活中因无法证明“这是我” 而
引发不便。

日本个性定制汉堡
夹 718 片酸黄瓜
日本汉堡王有项贴心服务， 可以为客人定
制专属于自己的汉堡。 当地网络媒体
《RocketNews24》 就发挥超强实验精神， 点了
中间夹有 718 片酸黄瓜的口味， 但是店家还真
的满足了他们， 只见汉堡被塞满酸黄瓜， 高度
比人的脸还长。
据 悉 ， 特 制 酸 黄 瓜 汉 堡 要 价 9900 日 元
（约合人民币 574 元）， 光要让它别倒下来就不
简单。 实际上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个可怕
任务， 记者买来后和同事们分食， 看着他们吃
的模样似乎有些痛苦。
@ 阔艺设计： 晕， 这哪里是汉堡？ 明明
就是馒头片夹酸黄瓜嘛。
@ 小鸟会唱歌： 人民币 574 元一个， 好
贵啊！
@ 吾皇万岁： 我是西餐厨师， 做这种汉
堡成本价不到 100 块， 餐厅一个汉堡净挣 400
来块钱。 酸黄瓜 22 一瓶， 买一个容器， 填塞
定型就行！
@ 寂静如烟： 看着就不好吃， 这么酸，
反胃不？
@ 人鱼 lucy： 麦当劳表示， 对于这类异
想天开的顾客， 坚决不予以消费。
本报综合整理
电子邮箱：dingyuan_chen102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