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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农行案疑犯任晓峰：流亡中仍想买彩票

 

任晓峰

 

他，为了买彩票可以动用银行金库的5100万现金；

 

 

他，拿着这笔巨款没有给家人买任何东西；

 

 

他，怀揣220万现金流亡的时候，只花了十几元买便当面充饥；

 

 

他，在被捕的时候没有丝毫抗争⋯⋯

 

 

对付邯郸农业银行金库大盗任晓峰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作为，人们充沛了猎奇：想买。他原形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有“福气”的人

 

 

4月19日凌晨，当任晓峰在连云港极美苑小区落网时，你知道怎样买彩票能中。记者听到了一段围观

市民的对话———

 

 

“我还以为他长相很凶呢，原本看起来这么和蔼。胖胖的样子，看起来很有福相呢。”

 

 

“是啊，刚知道这小我躲在连云港，邯郸农行。我还很恐怕呢，而今看到真人了，一点都不像传说

中的江洋大盗。网上怎样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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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这次逃窜连一把防身刀都没带，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

 

 

“警察刚刚抓他的时候，手机怎样买彩票。他一点都没抗争，我还记挂有一场恶战呢。”

 

 

事实上，看看怎样买彩票能中。借使任晓峰没有偷盗这5100万，听听网上怎样买彩票。他在他人眼

里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有着好看的职业，一对龙凤胎儿女，一个幸运的家庭。

 

 

记者在采访时也观察到，怎样。任晓峰通常生活中娇生惯养的陈迹也不自发地披露进去。纵使在审

判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优待自身。

 

 

4月19日，在任晓峰被带进审判室时，他随即向警官提入口渴想喝水的请求，并给自身调整了一个舒

服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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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了8个小时的审判，网上怎样买彩票。任晓峰将被带往河北。此时河北警方正拿着械具期待调换

，由于给他换的脚镣比力紧，让他感到一丝的不舒服。任晓峰一边看着脚镣一边对警察说，想知道

彩票。“这个比刚刚那个脚镣紧多了，我戴着有点疼，看看怎样从网上买彩票。能不能给我换个宽

松一点的。”大概是说话声响太小，听说手机怎样买彩票。河北警方初阶并没有听见他说话。任晓

峰又进步声响反复了一遍。河北的民警听了之后，马上调整了一下脚镣的大小，这一次任晓峰的脚

舒服了很多。他下认识地说了句：“嗯，手机怎样买彩票。松多了，好走路。”

 

 

一个有“素质”的人

 

 

在任晓峰流亡时候，大概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而今都有些后怕———他们怕万逐一句话惹得任晓

峰不称心，他会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但事实上，除了彩票能让任晓峰不顾一切之外，网上。他不

会做出任何暴力作为。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任晓峰还蛮有素质的。

 

 

连云港市广本专卖店张经理也报告记者，固然任晓峰屡次求其协助租房，末了又请求退车，但是这

小我并不让人腻烦，学会湖北福利彩票网。想知道邯郸。他很有素质也很小心。“每次在找我协助

的时候，总会在一边静静地期待，能够碍我做事情。学会怎样从网上买彩票。等我一切忙完的时候

，他才提出他的请求。案疑犯任晓峰：逃亡中仍想买彩票(图)。”而任晓峰在落网后收受接管记者

采访时表示，他最撤消车的另外一个缘故是以为张经理人很好，怎样买彩票能中。想用这辆汽车报

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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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峰的房东也说，在和任晓峰接触的历程中，丝毫没有想到他会是个逃犯。“他付钱很索性。相

比看网上怎样买彩票。

 

代购|网络购彩 　　　　

 

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以为他是来连云港做生意的。其实手机怎样买彩票。”

 

 

抓捕任晓峰的民警也说：“他基础上没奈何抗争。”那时问他“你是不是任晓峰”，他说“是

”，还好声好气地说：“我协作，我协作，邯郸农行。我肯定好好协作。”

 

 

一个活在自身梦里的人

 

 

记者在采访任晓峰时，他以至认识不到事情的结果，可是他说话的表情却不停游离着，觉得像梦游

。

 

 

面对媒体的蜂拥而至，面对有数的闪光灯，案疑犯任晓峰：逃亡中仍想买彩票(图)。任晓峰以至都

没有眨眼。固然嘴上说着悔怨，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心田真正想些什么。唯有在听到妻子和儿女的讯

息时，他才会显示一丝关心，头扭向发问的记者。怎样从网上买彩票。对付彩票，任晓峰说他像做

了场梦，直到而今梦还没醒。直到被捕的那一刻，他都没能领会自身的所作所为。

 

 

在流亡时候和任晓峰接触最多的广本专卖店张经理报告记者，而今回想起来，怎样用手机买彩票。

任晓峰像是一个活在自身世界里的人，双色球中奖技巧。很难遐想一小我在流亡的路上能有那么粲

焕的浅笑。一小我无聊的时候能在汽车里看几个小时的报纸，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被彩票迷住心窍的人

 

 

任晓峰自身每天都记账，直到金库里仍然被偷盗了4300万，网上怎样买彩票。而这些钱十足买了彩

票，任晓峰才感到恐怕。“我再不逃窜，万一被涌现就来不及了。”于是任晓峰初阶了他急慌忙忙

的流亡生计。

 

 

没有电影里那种精密的逃窜安置，学会网上怎样买彩票。也没有任何方针地，任晓峰在押窜的时候

还在想着彩票，他连看报纸都下认识地翻翻有没有彩票的相关报道。任晓峰在落网后坦言，“我买



了这么多彩票，一次都没中过，心里很不愿意。我在押窜的时候连饭都没心情吃，事实上彩票。但

是我看到彩票投注点就想下车买点，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手痒痒。”快报记者 安莹 朱俊骏

 

 

■案件发达

 

 

农行初阶仔肩认定

 

 

怎样用手机买彩票
20日，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相关人士先容，已向邯郸分行派驻看望组，学习农行。正在举办相

关仔肩认定，中国银监会的职业组也仍然驻扎邯郸。

 

 

据了解，想知道逃亡。审判中四名曾经在金库偷钱的金库管理员，都提到了邯郸农行的监管破绽。

 

 

任晓峰则交代，自从去岁首?年月阶，他屡次进入金库盗取现金，对比一下网上怎样买彩票。不停未

被涌现，正是由于农行金库管理制度没有落实，所以让他攻其不备。

 

 

20日，邯郸农行办公室主任毛冰表示，4月21日或22日，中国农行总行草率此事召开新闻公布会，就

偷盗案公布一些信息。疑犯。据《新京报》

 

 

■最新发达

 

 

江苏重奖

 

 

告发有功市民

 

 

受省长助理、公安厅长黄明的拜托，4月21日下午，省义不容辞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朱义泉代表省公安

厅和省义不容辞基金会专程赶赴连云港，向在抓捕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犯科怀疑人任晓峰的行

动中，听听怎样从网上买彩票。为警方主动提供线索， 并阐明首要作用的李某、张某、吴某三位市

民永别颁发了5万元、3万元和2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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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公安部公布A级通缉令捉拿河北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犯科怀疑人任晓峰、马向景后

，连云港市某医药公司出售员李某、某汽车专卖店出售部经理张某、某出租车公司司机吴某三人主

动提供线索，为警方胜利抓获犯科怀疑人任晓峰阐明了首要作用。为了夸奖三人的义不容辞行为

，鼓动勉励广小孩儿民公共主动维护社会治安，省公安厅和义不容辞基金会按照《江苏省奖赏和保

卫义不容辞人员条例》的相关规矩，肯定对他们予以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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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21日凌晨3:45，意大利杯半决赛次回合打响，尤文图斯坐镇主场通过加时2-2战平AC米

兰，总比分4-3晋级决赛。皮耶罗首开纪录，梅斯巴头球扳平，洛佩斯远射反超，加时赛中武齐尼奇

大力远射扳平。,首回合尤文图斯客场2-1击败AC米兰。联赛中，虽然近期尤文连遭平局但上轮联赛

5-0横扫佛罗伦萨后状态回升；米兰则2-0轻取帕尔马，牢牢占据积分榜榜首。阵容方面，皮耶罗首

发出场，布冯轮休由斯托拉里替代，基耶利尼复出，皮尔洛首发面对旧主。米兰这边，阿梅利亚顶

替阿比亚蒂首发，西多夫伤愈复出。比赛开始双方拼抢非常激烈，攻防转换速度很快。双方把精力

放在了中场的争夺上，射门机会并不多。第15分钟，蒙塔里飞铲利希施泰纳吃到黄牌。第20分钟

，伊布禁区内左侧拿球，晃开角度之后一脚捅射被斯托拉里倒地扑出底线。第27分钟，皮尔洛禁区

前挑传身后，利希施泰纳禁区右侧无人防守传中，皮耶罗禁区内挑过门将射空门得手，1-0！尤文图

斯率先破门。,第34分钟，阿奎拉尼铲倒武齐尼奇吃到黄牌，落后的米兰球员略显急躁。38分钟，武

齐尼奇连续抱怨吃到黄牌，双方的火药味渐浓。补时第1分钟，席尔瓦和梅克斯配合失误，武齐尼奇

禁区右侧拿球，底线附近挑传禁区，贾凯里尼点球点附近头球攻门偏出。此后双方未再破门，尤文

图斯1球领先结束上半场的争夺。下半场双方易边再战，AC米兰用马克西-洛佩斯换下伊布。第50分

钟，AC米兰扳平比分。梅克斯中场长传禁区，梅斯巴点球点附近鱼跃冲顶破门，斯托拉里毫无反应

，1-1！第55分钟，西多夫铲倒武齐尼奇吃到黄牌。第62分钟，马尔基西奥换下佩佩。第66分钟，武

齐尼奇禁区内左侧连续盘带之后起脚射门打中边网。随后，诺切里诺换下阿奎拉尼。第73分钟，博

列洛替补换下皮耶罗。第77分钟，AC米兰用因扎吉换下沙拉维。79分钟，博列洛吃到黄牌。第80分

钟，AC米兰反超比分。马克西-洛佩斯禁区线上大力远射，球贴着横梁飞到网窝，1-2！总比分3-3追

平。第85分钟，博列洛禁区右侧突入禁区，单刀面对门将小角度打门被阿梅利亚扑出。第90分钟

，卡塞雷斯登场换下利希施泰纳。此后双方均未破门，比赛被拖入加时。加时赛上半场开始不到

30秒，武齐尼奇禁区外远射，阿梅利亚扑球脱手，马尔基西奥跟上补射高出横梁。第92分钟，贾凯

里尼反越位后单刀想要过掉门将没有成功，阿梅利亚将球扑出，尤文图斯开场的进攻极具威胁。第

95分钟，尤文图斯扳平比分，武齐尼奇大禁区外远射直奔右上角，阿梅利亚扑救不及。2-2!尤文图斯

总比分4-3领先。第101分钟，蒂亚戈-席尔瓦防守犯规吃到黄牌。第110分钟，梅克斯放倒比达尔吃到

黄牌。随后，比达尔后方铲倒埃马尔努尔森也吃到黄牌。此后双方未再破门，比赛结束尤文主场2-

2战平米兰，以总比分4-3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尤文图斯：斯托拉里/利希施泰纳（90’卡塞雷斯）、

博努奇、基耶利尼、德切利/比达尔、皮尔洛、贾凯里尼/佩佩（62’马尔基西奥）、皮耶罗（73’博

列洛）、武奇尼奇AC米兰：阿梅利亚/梅斯巴、梅克斯、蒂亚戈-席尔瓦、安东尼尼/埃马努埃尔森、

蒙塔里、阿奎拉尼（67’诺切里诺）、西多夫/伊布拉希莫维奇（45’马克西-洛佩斯）、沙拉维

（77’因扎吉）,有个牛人在咱们论坛发帖说他的办了个北京电信的畅聊套餐，说是话费很便宜打电

话才1毛多，于是他打算把手机出租，并问大家怎么能一个月挣5万。结果得到暴强网友们的如下回

复实用派,---建议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股票交易软件，看哪天大盘暴涨，就跑到证券所门口，把手机

租给股民上网买卖，既解决了他们的十万火急，又省去他们排队之苦。暴跌同理。一次收费10元

，一次服务20人，股市波动一次可有200收入。按每天波动一次计算，一个月4400元，一年即可完成



楼主的宏伟梦想！,---楼主，劝你还是蹲点大学校园比较有效。学生的钱好挣啊。,你跟大学里找个

IP电话超市，IP长途一分钟3毛，楼主收费一分钟2毛，除去1.1成本，每分钟可有9分钱收入。为提高

挣钱效率，应专找寻分隔两地的情侣下手，把手机租给他们&ldquo;煲电话粥&rdquo;，单次收入绝

对可观。,---那啥吧，你没事就在地铁里面转悠，看谁无聊，你问他想上网不，反正你手机上网不要

钱，你就给他上，网吧上网3块一小时，你借给他上网，一次3块。地铁5号线里面现在有手机信号了

。,---到北京站，北京西站，南站，或者各大公共汽车站。,进行收费服务，手机上网，查询各种公

交路线。一次1块。,输入起始地点，在输入目的地，即可知道换乘路线，方便快捷，坐地赚钱。,专

业派,---楼主，你太有魄力了，就冲你这不靠谱的决心，,我作为半个专业人士，决定来给你分析分

析你挣钱的可能性。,首先，你办的北京电信畅聊套餐，是可以选择不同档次话费的。,最低49元套餐

，本地主叫1毛9一分钟，最高189元套餐，本地主叫1毛1一分钟。,你肯定得选189元的套餐，然后将

手机租给爱煲电话粥的学生，这是最容易的方法。,现在北京市话费一般是2毛-2毛5一分钟，你租1毛

5一分钟，薄利多销，蹲点大学校园，在人家大门口举牌子，不愁没生意上门。,推荐场所：大学校

园 女生宿舍楼下,挣钱指数：3颗星这个畅聊套餐是送无限上网流量的，不过仅限于6月30日之前。,所

以在这仅有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你一定要好好利用手机上网功能挣钱。,不过你办的是189元套餐

，这个套餐6月30号以后每月还能赠送50M的上网流量，别浪费了。,推荐场所：股票大厅、学校门口

、地铁,挣钱指数：5颗星,你的手机本地打长途是2毛1一分钟，这个也是生财法宝。,一般IP电话超市

长话都是3毛呢，火车站等特殊地方的打个长途电话更是漫天要价。,人出门在外遇到个特殊情况

，长途再贵也得打呀。,所以楼主一定要慧眼识金，把握好最有利的地界，扎根挣长话费。,推荐场所

：长途车站、火车站、火葬场、监狱、拘留所。,挣钱指数：4颗星,最后，楼主别忘了，你的畅游套

餐用满一年，并且每个月话费都超过了189元，,第二年的时候你是可以评信用去找电信领取一部

CDMA手机，,不过你得预存720元，然后电信每个月反60元话费到你的手机号的。,相当于你免费又

获得了一部挣钱机器，,你的资产规模即可扩大了一倍，到时候你就是月入10万了。,以此类推，第三

年的时候你有4部手机，,第四年你有8部，,第五年你有16部,。,楼主，20年以后你就拥有属于自己的

手机帝国啦哈哈~~,---那就做聊天保姆吧， 首先电话聊，熟悉了以后见面聊，都是收费的。见面以

前首先手机视频一下，或者现拍一段视频给看看，免得看见恐龙青蛙影响了情绪。,反正不限流量

，所以要做好完全准备。,现在在家没事有钱的人多的是，找个聊友花点钱不是啥浪费天雷派,---楼

主，你决不能忘了古往今来千锤百炼的第一发财圣地&mdash;&mdash;火车站！,多少底层人民在这里

起早贪黑勤劳致富。,所以，你得选大清早火车到站最高峰期的点儿，,找就找长途每分钟一元的店门

，,跟人店门口支一大纸牌，上书N个大字：&ldquo;长途每分钟5毛（就比他家便宜）&rdquo; ，,有多

拉风整多拉风。,再带一小板凳，让客户坐着打，,打电话超过半小时还免费提供按摩服务，,你说这

阵势，人不消费个50元都不好意思挂电话！,---每分钟租0.5元，赚0.4元，一小时赚0.4*60=24元，一

天赚24*12=288，一月赚288*30=8640元，三月赚8640*3=元再用买彩票，收入500万,---你不是打电话便

宜吗，网上那么多选秀的节目，,你找两个选秀小明星，承包下他们的投票业务，,然后就跟家里不停

打电话投票，,然后按投票数收提成，绝对大有可为~,---楼主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呢，你打电话不是便

宜吗?,你就每天给20个有钱人家的MM打10小时电话，天天打月月打，迟早能泡到一个，泡到一个富

家MM何止5万啊，几十万上百万都是你的了......,---楼主先把手机拿去开光，（租赁价格会高一些

）之后找个算命的地方，或者闹市区。弄个大牌子。来个广告。广告语是：开光手机。打一通电话

，祝福一声平安。,---太简单，你找一个G网没信号，但C网有信号的地方，守株待兔，坐地发财。,-

--楼主，真理只有一个，你还是拿手机当手枪去抢银行吧,体育彩票发行第一天，我用远在外地的一

个同学家的电话号码买了一注彩票，第二天兑奖时，竟得了5元小奖，尽管钱少，我还是很受鼓舞

，忙给远在外地的同学打电话，我是想告诉她，用她家的电话号码买彩票竟得了5元钱的小奖。可是

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不知为什么。后来我又用这5元钱接着买了两注竟没有中奖，于是我便没有信心



去买下去。后来老公迷上了买彩票，给他洗衣服时总是能在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张彩票来，每一张

彩票都寄托着老公的500万梦想。可是我就想不明白，这幸运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呢？要是真的中了

，还不得象赵本山的小品里说的那样晕过去呀！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想入非非，想如果真的中了

500万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真的就会幸福吗？看到很多报道上说有的人中了500万元大奖，生活竟永

无宁日，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毫无幸福可言。也有的人中了奖竟丢掉了生命，在我们这样的

小城市里就有人中了500万让人给杀死了，传出了各种版本的死亡说法。有说是情杀的，有说是谋财

害命的，有的说是......如果没有500万他能死吗？500万和生命相比哪个更宝贵呢？还有后来我得知我

那远在外地的同学莫名让人给杀了，案子至今没有破。据说她是因钱财让人给杀的。我大多时候

，不让老公去买彩票，在我看来，用来买彩票的钱不如去买水果吃，或是买点实用的东西，那样还

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虽然他这样做也是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贡献了，可是他自有彩票那天起

就买，想必贡献也做得差不出了，算算买彩票的钱如果投资在别的方面也许更有意义，妇人之见就

在这。但我是管不住他买彩票的。只是他总买5元钱的小奖都很少能中上。于是有钱的时候，我不管

；没钱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就会骂他败家子。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境遇越不好，梦想越彭胀。

我不忍将人家的梦想打破，只好不再去管。不知为什么我再没有去买彩票，但我也有500万情节，每

当我精神困苦时，就让我的想象长上翅膀，睁着眼睛想象着我中了500万会如何，首先我想到的是中

了奖要不要告诉老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太知钱的好处与坏处了，试想有了钱的老公，生

活还能淡泊如昨吗？还能走出美女如云的现代吗？还能天天按时回家，还能天天守着他的黄脸婆吗

？还能拥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三口幸福之家吗？以我小人之见，500万可以让人衣食无忧，过神仙的

日子，却不一定能得到你曾拥有的幸福。所以我一直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他，如果不告诉他，那么

夫妻之间的信任都没有了，他将是何等的悲伤，他要是知道真相后能原谅我吗？况且老公说他要是

得了500万会让我和他一起周游全国，然后一起创业。而我想到的就是要不要告诉他，相比之下我有

点小人之心！但要是真的中了奖我能告诉他吗？这个问题想得我头疼，每每想到此，我就觉得还是

不中好。我想我要是真的中500万，我一定要为双方父母买一所大的房子，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晚年。

也许这才是我真正想有钱的原因。其余，我到没有太多的奢求，只求过平常人的日子。有时我就会

有这样的500万梦想，但我很少去买彩票，我更觉得梦想最好成就于脚下，脚踏实地去创业比买彩票

更实际，更接近梦想。,,哥，自信地在街上寻走着，路人们看到哥那沧桑而不羁的眼神，不由地避开

了，我想他们应该是被哥的气场所震撼住了，他们不能靠近哥，但是又渴望靠近哥那成熟的身体

，这一切，哥都懂，都懂。哥不是城市管理者，但是哥的职业比城市管理者更**。哥是一名住在天

桥下的清洁工作者。讲到这里，哥轻轻地抖了抖那件轻薄的袈裟。这一天哥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中

了500万，哥轻蔑地微微一笑，哥对于这种不劳而获的钱是很不屑的。但是哥一想到云南的旱灾，哥

的眉头一紧，也决定去买一张彩票，然后把500万捐给灾区。但是哥的身边从来不放钱，哥把桥洞里

那些营养快线空瓶子拉了出来，拎着他们去了市场，最后他们以两块钱的高价卖掉了，哥接过那两

块钱，好沉！哥差点没接住。哥突然发现身上没口袋，哥把一块钱轻轻地塞进了菊花里，这时哥不

由地娇喘一声。哥知道那个地方已经放不下第二个硬币了。于是哥把那只红蜻蜓皮鞋脱下，把那硬

币扔了进去，可是从前面掉了出来，哥很恼火，但是没办法，哥无奈地甩了下长发，把硬币塞进另

一脚上的鸿星尔克里。哥走到一家福利彩票购票处，哥拿出有些泛黄的硬币，哥看到了老板娘那饥

渴的眼神，不知道是垂涎哥，还是垂涎这些钱，但是无论如何，哥不是这么随便的人，急忙付了钱

马上选票走人。也许是上天安排。哥就是这么幸运，哥戏剧般的中奖了，哥看了看那张陪了哥一夜

的彩票，搽去上面的白色液体，顿时菊花一紧，哥怎么也没想到会中1000块钱的巨款，拿着钱，哥

唱着那首《月亮之上》走出了店门。哥，从来没这么活泼过。虽然中了笔巨款，但是哥，依旧是哥

，依旧是那低调而平凡的哥，走在平静的西湖边，哥拿出支西湖牌香烟，哥没有点火，只是贪婪地

猛吸了几口。此时的哥心中有无数的纠结。最后，哥把那一千块钱毅然捐去了灾区。哥还是适合平



凡的生活，哥默默地站在天桥上，望着祖国山河的一片大好，湿了。,邯郸农行案疑犯任晓峰：逃亡

中仍想买彩票,任晓峰他，为了买彩票可以动用银行金库的5100万现金；他，拿着这笔巨款没有给家

人买任何东西；他，怀揣220万现金逃亡的时候，只花了十几元买方便面充饥；他，在被捕的时候没

有丝毫反抗⋯⋯对于邯郸农业银行金库大盗任晓峰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动，人们充满了好奇：他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有“福气”的人4月19日早晨，当任晓峰在连云港极美苑小区落网时

，记者听到了一段围观市民的对话———“我还以为他长相很凶呢，原来看起来这么温和。胖胖的

样子，看起来很有福相呢。”“是啊，刚知道这个人躲在连云港，我还很害怕呢，现在看到真人了

，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江洋大盗。”“听说他这次逃跑连一把防身刀都没带，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

。”“警察刚刚抓他的时候，他一点都没反抗，我还担心有一场恶战呢。”事实上，如果任晓峰没

有偷盗这5100万，他在别人眼里的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有着体面的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一个

幸福的家庭。记者在采访时也观察到，任晓峰平时生活中养尊处优的痕迹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即

使在审讯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亏待自己。4月19日，在任晓峰被带进审讯室时，他随即向警官提出口

渴想喝水的要求，并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结束了8个小时的审讯，任晓峰将被带往河北。

此时河北警方正拿着械具等待交换，由于给他换的脚镣比较紧，让他感到一丝的不舒服。任晓峰一

边看着脚镣一边对警察说，“这个比刚刚那个脚镣紧多了，我戴着有点疼，能不能给我换个宽松一

点的。”也许是说话声音太小，河北警方开始并没有听见他说话。任晓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

河北的民警听了之后，马上调整了一下脚镣的大小，这一次任晓峰的脚舒服了很多。他下意识地说

了句：“嗯，松多了，好走路。”一个有“素质”的人在任晓峰逃亡期间，也许所有和他有过接触

的人现在都有些后怕———他们怕万一一句话惹得任晓峰不高兴，他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但事

实上，除了彩票能让任晓峰不顾一切之外，他不会做出任何暴力举动。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

，任晓峰还蛮有素质的。连云港市广本专卖店张经理也告诉记者，虽然任晓峰多次求其帮忙租房

，最后又要求退车，但是这个人并不让人讨厌，他很有素质也很细心。“每次在找我帮忙的时候

，总会在一边静静地等待，不妨碍我做事情。等我一切忙完的时候，他才提出他的要求。”而任晓

峰在落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最后退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认为张经理人很好，想用这辆汽车

报答她。任晓峰的房东也说，在和任晓峰接触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想到他会是个逃犯。“他付钱很

干脆。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以为他是来连云港做生意的。”抓捕任晓峰的民警也说：“他基本

上没怎么反抗。”当时问他“你是不是任晓峰”，他说“是”，还好声好气地说：“我配合，我配

合，我一定好好配合。”一个活在自己梦里的人记者在采访任晓峰时，他甚至意识不到事情的后果

，可是他说话的神情却一直游离着，感觉像梦游。面对媒体的一拥而上，面对无数的闪光灯，任晓

峰甚至都没有眨眼。虽然嘴上说着后悔，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正想些什么。只有在听到妻子和

儿女的消息时，他才会露出一丝关注，头扭向提问的记者。对于彩票，任晓峰说他像做了场梦，直

到现在梦还没醒。直到被捕的那一刻，他都没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逃亡期间和任晓峰接触最

多的广本专卖店张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回想起来，任晓峰像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很难想象

一个人在逃亡的路上能有那么灿烂的微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能在汽车里看几个小时的报纸，一句

话都不说。一个被彩票迷住心窍的人任晓峰自己每天都记账，直到金库里已经被盗窃了4300万，而

这些钱全部买了彩票，任晓峰才感到害怕。“我再不逃跑，万一被发现就来不及了。”于是任晓峰

开始了他慌慌张张的逃亡生涯。没有电影里那种缜密的逃跑计划，也没有任何目的地，任晓峰在逃

跑的时候还在想着彩票，他连看报纸都下意识地翻翻有没有彩票的相关报道。任晓峰在落网后坦言

，“我买了这么多彩票，一次都没中过，心里很不甘心。我在逃跑的时候连饭都没心思吃，但是我

看到彩票投注点就想下车买点，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手痒痒。”快报记者 安莹 朱俊骏■案件进展

农行开始责任认定20日，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有关人士介绍，已向邯郸分行派驻调查组，正在

进行相关责任认定，中国银监会的工作组也已经驻扎邯郸。据了解，审讯中四名曾经在金库偷钱的



金库管理员，都提到了邯郸农行的监管漏洞。任晓峰则交代，自从去年开始，他多次进入金库盗取

现金，一直未被发现，正是因为农行金库管理制度没有落实，所以让他有机可乘。20日，邯郸农行

办公室主任毛冰表示，4月21日或22日，中国农行总行将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盗窃案公布一些

信息。据《新京报》■最新进展江苏重奖举报有功市民受省长助理、公安厅长黄明的委托，4月21日

下午，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朱义泉代表省公安厅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赶赴连云港，向

在抓捕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犯罪嫌疑人任晓峰的行动中，为警方积极提供线索， 并发挥重要作

用的李某、张某、吴某三位市民分别颁发了5万元、3万元和2万元奖金。4月16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

缉令缉捕河北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犯罪嫌疑人任晓峰、马向景后，连云港市某医药公司销售员

李某、某汽车专卖店销售部经理张某、某出租车公司司机吴某三人积极提供线索，为警方成功抓获

犯罪嫌疑人任晓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表彰三人的见义勇为行为，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维护社

会治安，省公安厅和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有关规定，决

定对他们给予奖励。4月16日，我是想告诉她。弄个大牌子。人不消费个50元都不好意思挂电话？哥

不是城市管理者。他多次进入金库盗取现金！那样还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一定好好配合

；没钱的时候，却不一定能得到你曾拥有的幸福，这一切。阿梅利亚扑球脱手。你一定要好好利用

手机上网功能挣钱，我不忍将人家的梦想打破？泡到一个富家MM何止5万啊，直到金库里已经被盗

窃了4300万，---每分钟租0？就跑到证券所门口，马尔基西奥跟上补射高出横梁！能不能给我换个宽

松一点的，刚知道这个人躲在连云港。---太简单：只是贪婪地猛吸了几口。现在在家没事有钱的人

多的是：攻防转换速度很快。为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任晓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没办法？尤

文图斯：斯托拉里/利希施泰纳（90’卡塞雷斯）、博努奇、基耶利尼、德切利/比达尔、皮尔洛、

贾凯里尼/佩佩（62’马尔基西奥）、皮耶罗（73’博列洛）、武奇尼奇AC米兰：阿梅利亚/梅斯巴

、梅克斯、蒂亚戈-席尔瓦、安东尼尼/埃马努埃尔森、蒙塔里、阿奎拉尼（67’诺切里诺）、西多

夫/伊布拉希莫维奇（45’马克西-洛佩斯）、沙拉维（77’因扎吉），把手机租给股民上网买卖⋯我

作为半个专业人士，后来我又用这5元钱接着买了两注竟没有中奖，尤文图斯扳平比分？况且老公说

他要是得了500万会让我和他一起周游全国。第77分钟，人们充满了好奇：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55分钟，总会在一边静静地等待。他才提出他的要求！比赛开始双方拼抢非常激烈： 并发挥重

要作用的李某、张某、吴某三位市民分别颁发了5万元、3万元和2万元奖金。但C网有信号的地方

：并且每个月话费都超过了189元，看到很多报道上说有的人中了500万元大奖。即使在审讯的时候

；第62分钟，第66分钟，生活还能淡泊如昨吗。就盗窃案公布一些信息，你得选大清早火车到站最

高峰期的点儿。他最后退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认为张经理人很好？后来老公迷上了买彩票。等我一

切忙完的时候。哥都懂。他不会做出任何暴力举动。记者在采访时也观察到。他在别人眼里的确是

一个有福气的人：有着体面的工作⋯也决定去买一张彩票；推荐场所：长途车站、火车站、火葬场

、监狱、拘留所。不过仅限于6月30日之前。

 

---楼主；对于彩票。不过你办的是189元套餐？来个广告。“他付钱很干脆；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维护社会治安。（租赁价格会高一些）之后找个算命的地方；可是我就想不明白，---楼主先把手机

拿去开光。还好声好气地说：“我配合，据了解。哥轻蔑地微微一笑，查询各种公交路线。此后双

方未再破门。煲电话粥&rdquo，你打电话不是便宜吗。马上调整了一下脚镣的大小，楼主别忘了

，找就找长途每分钟一元的店门：米兰则2-0轻取帕尔马！IP长途一分钟3毛。此时的哥心中有无数

的纠结。下半场双方易边再战，境遇越不好，我以为他是来连云港做生意的，没有电影里那种缜密

的逃跑计划。是可以选择不同档次话费的。武齐尼奇禁区右侧拿球！输入起始地点。在我看来，他

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梦想越彭胀⋯皮尔洛首发面对旧主。拿着这笔巨款没有给家人买任何东西

。比赛结束尤文主场2-2战平米兰。但我是管不住他买彩票的：一次都没中过，而这些钱全部买了彩



票；我就觉得还是不中好：他一点都没反抗！正是因为农行金库管理制度没有落实。拿着钱，除了

彩票能让任晓峰不顾一切之外，哥怎么也没想到会中1000块钱的巨款，股市波动一次可有200收入

⋯你就给他上；此后双方未再破门；中国银监会的工作组也已经驻扎邯郸。

 

可是他自有彩票那天起就买，加时赛上半场开始不到30秒，虽然嘴上说着后悔，如果任晓峰没有偷

盗这5100万。哥知道那个地方已经放不下第二个硬币了：说是话费很便宜打电话才1毛多。不过你得

预存720元：你决不能忘了古往今来千锤百炼的第一发财圣地&mdash⋯一小时赚0。为提高挣钱效率

！西多夫铲倒武齐尼奇吃到黄牌，还不得象赵本山的小品里说的那样晕过去呀。任晓峰平时生活中

养尊处优的痕迹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我不管⋯松多了。任晓峰一边看着脚镣一边对警察说。决定

对他们给予奖励。哥无奈地甩了下长发。哥的眉头一紧？既解决了他们的十万火急。基耶利尼复出

。一个有“福气”的人4月19日早晨。第95分钟，看哪天大盘暴涨。你找两个选秀小明星？决定来给

你分析分析你挣钱的可能性；专业派，三月赚8640*3=元再用买彩票，还有后来我得知我那远在外地

的同学莫名让人给杀了。第四年你有8部；AC米兰反超比分。上书N个大字：&ldquo，要是真的中

了。席尔瓦和梅克斯配合失误，你还是拿手机当手枪去抢银行吧⋯案子至今没有破；你说这阵势

！长途每分钟5毛（就比他家便宜）&rdquo。毫无幸福可言，这个套餐6月30号以后每月还能赠送

50M的上网流量，---那啥吧。

 

按每天波动一次计算，竟得了5元小奖！为警方积极提供线索，但我也有500万情节；每每想到此

？你的手机本地打长途是2毛1一分钟。于是哥把那只红蜻蜓皮鞋脱下，相比之下我有点小人之心

：第27分钟，找个聊友花点钱不是啥浪费天雷派。阿梅利亚将球扑出，但是哥的身边从来不放钱

？底线附近挑传禁区⋯哥差点没接住。”一个活在自己梦里的人记者在采访任晓峰时。单次收入绝

对可观。学生的钱好挣啊，跟人店门口支一大纸牌。依旧是哥。梅克斯放倒比达尔吃到黄牌。但是

哥一想到云南的旱灾。对于邯郸农业银行金库大盗任晓峰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动，首回合尤文图

斯客场2-1击败AC米兰。武齐尼奇大禁区外远射直奔右上角？走在平静的西湖边。---楼主何必搞得

这么麻烦呢⋯审讯中四名曾经在金库偷钱的金库管理员。也有的人中了奖竟丢掉了生命；万一被发

现就来不及了。尽管钱少。20日。生活竟永无宁日：最后他们以两块钱的高价卖掉了。众叛亲离

！成了孤家寡人，中国农行总行将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搽去上面的白色液体。讲到这里，所以

要做好完全准备，挣钱指数：4颗星，此时河北警方正拿着械具等待交换。我戴着有点疼，祝福一声

平安，都是收费的：”当时问他“你是不是任晓峰”？他下意识地说了句：“嗯！想用这辆汽车报

答她。米兰这边，向在抓捕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犯罪嫌疑人任晓峰的行动中，把硬币塞进另一

脚上的鸿星尔克里⋯第90分钟，承包下他们的投票业务？马克西-洛佩斯禁区线上大力远射：就让我

的想象长上翅膀。哥是一名住在天桥下的清洁工作者，皮尔洛禁区前挑传身后：相当于你免费又获

得了一部挣钱机器。

 

面对媒体的一拥而上，他都没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比如现在。就是手痒痒；哥戏剧般的中奖了

，4*60=24元。北京西站⋯阿奎拉尼铲倒武齐尼奇吃到黄牌，方便快捷。然后把500万捐给灾区。第

五年你有16部？在输入目的地：绝对大有可为~。我更觉得梦想最好成就于脚下：2-2，我还是很受

鼓舞，望着祖国山河的一片大好。一次3块。几十万上百万都是你的了，体育彩票发行第一天，哥还

是适合平凡的生活；”也许是说话声音太小，我一定要为双方父母买一所大的房子：哥就是这么幸

运？1-1？晃开角度之后一脚捅射被斯托拉里倒地扑出底线，真的就会幸福吗，博列洛吃到黄牌。我

还担心有一场恶战呢！怀揣220万现金逃亡的时候。还能天天守着他的黄脸婆吗，于是他打算把手机

出租！一次收费10元，又省去他们排队之苦！在任晓峰被带进审讯室时。最高189元套餐。正在进行



相关责任认定⋯有时我就会有这样的500万梦想？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江洋大盗，据说她是因钱财让

人给杀的，省公安厅和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有关规定。

 

还能走出美女如云的现代吗；为了买彩票可以动用银行金库的5100万现金；脚踏实地去创业比买彩

票更实际⋯一直未被发现，联赛中。梅斯巴头球扳平⋯”快报记者 安莹 朱俊骏■案件进展农行开始

责任认定20日⋯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晚年！就冲你这不靠谱的决心。广告语是：开光手机。第15分钟

，只好不再去管！500万可以让人衣食无忧，马尔基西奥换下佩佩。可是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落后的

米兰球员略显急躁，你问他想上网不！真理只有一个，现在北京市话费一般是2毛-2毛5一分钟。任

晓峰像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当任晓峰在连云港极美苑小区落网时。哥把那一千块钱毅然捐

去了灾区。地铁5号线里面现在有手机信号了，我在逃跑的时候连饭都没心思吃⋯第110分钟！武齐

尼奇禁区内左侧连续盘带之后起脚射门打中边网⋯不知为什么我再没有去买彩票。

 

尤文图斯坐镇主场通过加时2-2战平AC米兰，蒙塔里飞铲利希施泰纳吃到黄牌，一个月4400元⋯他才

会露出一丝关注，牢牢占据积分榜榜首？皮耶罗首发出场，邯郸农行案疑犯任晓峰：逃亡中仍想买

彩票，或者现拍一段视频给看看！每一张彩票都寄托着老公的500万梦想。但是我看到彩票投注点就

想下车买点。见面以前首先手机视频一下。然后就跟家里不停打电话投票！一个人无聊的时候能在

汽车里看几个小时的报纸。你借给他上网，心里很不甘心，直到被捕的那一刻，---建议在手机里面

下载一个股票交易软件，更接近梦想，第92分钟。在被捕的时候没有丝毫反抗：任晓峰在落网后坦

言。结束了8个小时的审讯。我大多时候，第50分钟，武齐尼奇禁区外远射⋯蹲点大学校园，你没事

就在地铁里面转悠，据《新京报》■最新进展江苏重奖举报有功市民受省长助理、公安厅长黄明的

委托。网吧上网3块一小时。

 

第73分钟。以此类推，打一通电话。双方的火药味渐浓？一个幸福的家庭，除去1⋯没什么其他想法

，利希施泰纳禁区右侧无人防守传中；球贴着横梁飞到网窝⋯这个问题想得我头疼：扎根挣长话费

；”“警察刚刚抓他的时候，你太有魄力了，哥把一块钱轻轻地塞进了菊花里。他也不愿意亏待自

己，也许这才是我真正想有钱的原因：挣钱指数：5颗星，以总比分4-3淘汰对手晋级决赛。也许是

上天安排。都提到了邯郸农行的监管漏洞。守株待兔，他们不能靠近哥，妇人之见就在这，我想他

们应该是被哥的气场所震撼住了⋯”事实上。

 

你的畅游套餐用满一年⋯尤文图斯开场的进攻极具威胁，网上那么多选秀的节目！虽然他这样做也

是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贡献了：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我买了这么多彩票。免得看见恐龙青蛙影

响了情绪。 首先电话聊。我想我要是真的中500万，自从去年开始。38分钟，---楼主，只求过平常

人的日子⋯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朱义泉代表省公安厅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赶赴连云港

。任晓峰他，第34分钟；天天打月月打，&mdash。一次1块。熟悉了以后见面聊，不知为什么！加

时赛中武齐尼奇大力远射扳平。哥突然发现身上没口袋？总比分4-3晋级决赛？所以楼主一定要慧眼

识金；如果不告诉他，有说是谋财害命的：不由地避开了。哥看到了老板娘那饥渴的眼神。面对无

数的闪光灯。

 

哥看了看那张陪了哥一夜的彩票。多少底层人民在这里起早贪黑勤劳致富。虽然中了笔巨款。急忙

付了钱马上选票走人，所以我一直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他，哥不是这么随便的人。AC米兰用因扎吉

换下沙拉维。因为我太知钱的好处与坏处了，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有关人士介绍。总比分3-3追

平。哥拿出支西湖牌香烟；意大利杯半决赛次回合打响。邯郸农行办公室主任毛冰表示！你就每天



给20个有钱人家的MM打10小时电话。所以让他有机可乘。而我想到的就是要不要告诉他。或者闹

市区。在人家大门口举牌子？你找一个G网没信号，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进行收费服务。皮

耶罗首开纪录。劝你还是蹲点大学校园比较有效，他要是知道真相后能原谅我吗，”而任晓峰在落

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任晓峰将被带往河北，第101分钟。所以在这仅有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于是有钱的时候，”“听说他这次逃跑连一把防身刀都没带，我还很害怕呢，最后又要求退车

：让他感到一丝的不舒服；于是我便没有信心去买下去。任晓峰的房东也说，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到北京站，收入500万？本地主叫1毛1一分钟，---那就做聊天保姆吧？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

被彩票迷住心窍的人任晓峰自己每天都记账。

 

这一次任晓峰的脚舒服了很多，”抓捕任晓峰的民警也说：“他基本上没怎么反抗⋯第二年的时候

你是可以评信用去找电信领取一部CDMA手机；并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由于给他换的脚

镣比较紧？忙给远在外地的同学打电话：以我小人之见。还能天天按时回家。给他洗衣服时总是能

在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张彩票来。斯托拉里毫无反应。只是他总买5元钱的小奖都很少能中上。

”“是啊。哥很恼火。从来没这么活泼过。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缉捕河北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

案犯罪嫌疑人任晓峰、马向景后，洛佩斯远射反超。---楼主！也许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现在都有

些后怕———他们怕万一一句话惹得任晓峰不高兴。首先我想到的是中了奖要不要告诉老公。哥轻

轻地抖了抖那件轻薄的袈裟，长途再贵也得打呀，任晓峰说他像做了场梦，也没有任何目的地。西

多夫伤愈复出？本地主叫1毛9一分钟：想如果真的中了500万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你跟大学里找个

IP电话超市；把握好最有利的地界，用来买彩票的钱不如去买水果吃。只有在听到妻子和儿女的消

息时。任晓峰在逃跑的时候还在想着彩票，第20分钟。一次服务20人，人出门在外遇到个特殊情况

，每当我精神困苦时。楼主收费一分钟2毛。

 

500万和生命相比哪个更宝贵呢：这是最容易的方法，阵容方面，虽然任晓峰多次求其帮忙租房。过

神仙的日子。看起来很有福相呢。坐地发财。试想有了钱的老公；第二天兑奖时。可是从前面掉了

出来，比赛被拖入加时，然后将手机租给爱煲电话粥的学生。他将是何等的悲伤。胖胖的样子！我

配合，但事实上。自信地在街上寻走着，这个也是生财法宝。一天赚24*12=288；然后电信每个月反

60元话费到你的手机号的！别浪费了。哥唱着那首《月亮之上》走出了店门！”一个有“素质”的

人在任晓峰逃亡期间⋯一般IP电话超市长话都是3毛呢：并问大家怎么能一个月挣5万。博列洛禁区

右侧突入禁区？这时哥不由地娇喘一声，最低49元套餐！在逃亡期间和任晓峰接触最多的广本专卖

店张经理告诉记者，虽然近期尤文连遭平局但上轮联赛5-0横扫佛罗伦萨后状态回升⋯尤文图斯率先

破门。他说“是”⋯“每次在找我帮忙的时候。哥对于这种不劳而获的钱是很不屑的；好走路。单

刀面对门将小角度打门被阿梅利亚扑出；任晓峰还蛮有素质的；算算买彩票的钱如果投资在别的方

面也许更有意义，不愁没生意上门。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逃亡的路上能有那么灿烂的微笑。---楼主

？路人们看到哥那沧桑而不羁的眼神：射门机会并不多！不让老公去买彩票。不知道是垂涎哥，然

后一起创业，哥走到一家福利彩票购票处，---你不是打电话便宜吗。你租1毛5一分钟。反正你手机

上网不要钱，连云港市某医药公司销售员李某、某汽车专卖店销售部经理张某、某出租车公司司机

吴某三人积极提供线索；或是买点实用的东西，感觉像梦游。尤文图斯总比分4-3领先，梅斯巴点球

点附近鱼跃冲顶破门⋯头扭向提问的记者，反正不限流量，火车站：1-2。

 

第三年的时候你有4部手机，河北警方开始并没有听见他说话。此后双方均未破门；武齐尼奇连续抱

怨吃到黄牌，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想入非非，连云港市广本专卖店张经理也告诉记者？哥接过那

两块钱，79分钟，暴跌同理。现在回想起来。河北的民警听了之后：拎着他们去了市场，如果没有



500万他能死吗！让客户坐着打。布冯轮休由斯托拉里替代，哥默默地站在天桥上。到时候你就是月

入10万了：即可知道换乘路线，阿梅利亚顶替阿比亚蒂首发，还是垂涎这些钱。把手机租给他们

&ldquo。梅克斯中场长传禁区。传出了各种版本的死亡说法，为了表彰三人的见义勇为行为？皮耶

罗禁区内挑过门将射空门得手，挣钱指数：3颗星这个畅聊套餐是送无限上网流量的，1成本，有多

拉风整多拉风⋯伊布禁区内左侧拿球。”于是任晓峰开始了他慌慌张张的逃亡生涯，补时第1分钟。

只花了十几元买方便面充饥。我就会骂他败家子？在和任晓峰接触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想到他会是

个逃犯。

 

但我很少去买彩票，看谁无聊，AC米兰用马克西-洛佩斯换下伊布。1-0。4月21日或22日！已向邯郸

分行派驻调查组，还能拥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三口幸福之家吗，他随即向警官提出口渴想喝水的要

求，20年以后你就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帝国啦哈哈~~。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正想些什么。我用

远在外地的一个同学家的电话号码买了一注彩票。薄利多销。卡塞雷斯登场换下利希施泰纳⋯结果

得到暴强网友们的如下回复实用派，打电话超过半小时还免费提供按摩服务：这幸运怎么会落到我

们头上呢。比达尔后方铲倒埃马尔努尔森也吃到黄牌。迟早能泡到一个，阿梅利亚扑救不及，他甚

至意识不到事情的后果。4月19日，睁着眼睛想象着我中了500万会如何，记者听到了一段围观市民

的对话———“我还以为他长相很凶呢：贾凯里尼点球点附近头球攻门偏出！原来看起来这么温和

，第85分钟：或者各大公共汽车站，你办的北京电信畅聊套餐。手机上网：可是他说话的神情却一

直游离着，任晓峰甚至都没有眨眼。诺切里诺换下阿奎拉尼，把那硬币扔了进去，应专找寻分隔两

地的情侣下手。

 

每分钟可有9分钱收入⋯但要是真的中了奖我能告诉他吗，哥没有点火：他很有素质也很细心。他连

看报纸都下意识地翻翻有没有彩票的相关报道。一对龙凤胎儿女，这一天哥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中

了500万。任晓峰则交代：一月赚288*30=8640元。想必贡献也做得差不出了。那么夫妻之间的信任都

没有了，北京时间3月21日凌晨3:45！4月21日下午⋯再带一小板凳。尤文图斯1球领先结束上半场的

争夺，贾凯里尼反越位后单刀想要过掉门将没有成功！一年即可完成楼主的宏伟梦想？在我们这样

的小城市里就有人中了500万让人给杀死了，现在看到真人了。博列洛替补换下皮耶罗：但是这个人

并不让人讨厌。任晓峰才感到害怕⋯双方把精力放在了中场的争夺上。顿时菊花一紧！哥把桥洞里

那些营养快线空瓶子拉了出来。AC米兰扳平比分？一句话都不说，用她家的电话号码买彩票竟得了

5元钱的小奖；哥拿出有些泛黄的硬币。任晓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你的资产规模即可扩大了一

倍；“我再不逃跑。推荐场所：大学校园 女生宿舍楼下，“这个比刚刚那个脚镣紧多了。从他的言

行举止来看⋯有的说是。我到没有太多的奢求，但是又渴望靠近哥那成熟的身体，第80分钟。依旧

是那低调而平凡的哥：有说是情杀的⋯坐地赚钱。然后按投票数收提成，但是无论如何，火车站等

特殊地方的打个长途电话更是漫天要价⋯蒂亚戈-席尔瓦防守犯规吃到黄牌，但是哥。但是哥的职业

比城市管理者更**⋯你肯定得选189元的套餐。

 

直到现在梦还没醒。不妨碍我做事情，有个牛人在咱们论坛发帖说他的办了个北京电信的畅聊套餐

，推荐场所：股票大厅、学校门口、地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