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路，昨天我就接到了骗子打来的
电话，要我下载软件进行投资，幸亏前两
天你们来我家走访，告诉我有关投资理
财诈骗的知识，我才没有上当受骗……”
日前，宝塔区南市街道市场沟社区居民
张阿姨向社区工作人员左路感激地说
道。

反诈“八问”进家门
护好群众“钱袋子”

目前，电信诈骗五花八门、层出不
穷，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骗子的圈套，严
重危害到居民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加
大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提高群众自我
防范意识，有效打击诈骗犯罪，维护辖区
居民群众利益，市场沟社区组织社区网
格员、区级下沉干部在辖区内开展了反
诈“八问”进家门，护好群众“钱袋子”宣
传活动，让更多居民了解反诈常识。

“刷单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
钱的好事，为啥能轮到你？”“网恋前问问
自己，人靓声甜的小姐姐，温柔帅气又有
钱的小哥哥，为啥还需要网恋？”“收到逮
捕令时问问自己，抓人还需要提前通知，
警察是不是觉得自己太闲，怕坏人跑路
跑得不够快？”……社区干部通过有趣好

记的“防诈灵魂八问”的宣传方式，提醒
辖区居民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信息，
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证信
息、存款，银行账号等情况。此外，还通
过“冒充领导诈骗”“贷款诈骗”“网络兼
职刷单”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例向辖区居
民进行现场讲解，系统阐述电信诈骗犯
罪分子的惯用手段、作案方式，进一步为
居民答疑解惑，提醒广大居民在日常生
活中要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共同抵
制电信诈骗。

宝塔区医保局下沉干部向辖区居民
讲解示范“国家反诈中心APP”及“火眼
云警”公众号的功能，耐心解释安装注册
的重要意义，并帮助对手机操作不熟悉
的居民群众安装注册软件。同时告知门
店老板、辖区居民反诈小程序中的学习、
举报等，提高他们的防骗能力。

反诈小程序安装好
擦亮群众“火眼金睛”

“国家反诈中心APP”“火眼云警”等
手机软件是专门为群众安全设计的诈骗
防范软件，软件中有海量的诈骗案例，提
高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还可以建立家
庭群组，形成联动云守护。一方面可降

实起到为群众精准预警、为家人反诈劝
阻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可降低辖区电
诈发案率，把反诈预警能力输送到各派
出所，构牢辖区电诈“安全网”。为此，宝
塔区南市街道马家湾社区邀请南市派出
所的警官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这些微信小
程序的安装及使用方法，同时对在场人
员开展一对一帮助指导安装。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下沉干部
深入小区、沿街门店开展反诈骗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入户发放防诈骗宣传单，帮
助居民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火眼云警”等软件，宣传普及疫情防控
期间出现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种类，提
醒居民注意“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
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
实……”

此外，社区通过 LED显示屏、宣传
栏、悬挂横幅等宣传方式开展反诈宣传
活动，并且不定期向网格居民微信群等
信息交流平台推送反诈宣传信息，及时
将最新的反诈信息送到居民身边。

花式宣传进夜市
共筑防诈“防火墙”

4 月 26 日晚，在宝塔区二道街夜

市，公安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的民
警们为大家生动表演了一场反诈宣
传。

当晚，民警们使出浑身解数，通过
相声的形式将电信诈骗的手段和电信
案例普及给在场观看的市民们，同时向
在场的市民发放宣传册，指导大家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和关注“火眼云警”
小程序。

“刚才两位民警的表演特别生动，印
象深刻，这样的宣传方式真的特别好，更
方便老百姓们接受和学习反诈知识，我
觉得这样的活动以后可以经常搞。”市民
付中华说道，他还表示看完表演仍觉意
犹未尽。

据了解，凤凰派出所还联合凤凰山
街道凤凰山社区通过“党政领导、公安主
打、部门联动、社区主防、全民参与”的

“五位一体”反诈宣传方式，进小区、进医
院、进企业等地，全力帮助群众树立反诈
骗意识，提高群众自我预防、自我保护、
自我应对的能力。

“我们将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
传内容，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电信诈骗，
共筑电信诈骗‘防护墙’。”公安宝塔分局
凤凰派出所社区民警孟虎表示。

“他歌声嘹亮接地气！”“他为黄土
而来，为百姓而歌。”在延安，有一位德
艺双馨的艺术家，逐渐被大家熟悉，并
交口称赞。

“看，李海英上场了！”20多年前，笔
者第一次认识这个较早成名却朴素无
华的人，是在当时的甘泉县招待所参与
县上两会新闻报道工作，在晚上安排的
文艺演出中第一次听到李海英的名字，
他连续唱了3首陕北民歌，观众依然不
依不饶，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此后，李海英多次来甘泉演唱，有
时在县城广场，有时在乡村田间，基本
上都是公益演出，没有出场费，只是中
午时给管一顿素汤荞面饸饹或者甘泉
炝锅面外配几个小菜。

在延安文艺界，李海英是一个耿
直务实只会埋头干工作的人，他的淳
朴善良和执着努力源自陕北这片黄土
地的长期滋育和濡染，他一直为圣地
抒怀，为老百姓歌唱。先后出版发行

了李海英个人演唱专辑，包括《陕北是
个好地方》《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李海
英陕北民歌演唱珍藏版》《陕北道情》
等，获得省市以上专业大奖20多项。

“在陕北的高原大峁间，一声信天
游可以唤起阵阵烈风，吹历史的深厚
积淀和文化的不朽涟漪。”李海燕说，

“我热爱陕北，是因为陕北的深刻与
深邃，更是因为陕北这片土地上滋养
了民歌的漩涡和黄土的歌喉。”他先后
荣获延安市十大杰出青年、延安市五
一劳动奖章、延安市先进工作者、延安
市热心公益事业的青年艺术家、延安
市抗洪抢险先进个人、延安市德艺双
馨艺术家等称号。与此同时，他曾出
色完成了接待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重要演出。2006年，他还参加了党中
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团拜会演
出，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亲切接见。

和李海英的相识，源于对民歌的
追随和迷恋，他能在瞬间将独具沟壑

梁峁曲线的旋律抛向广袤的原野，他一
开口，这一片土地就沸腾，活力四射。
他给总书记唱歌，也给普通老百姓唱
歌，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稍不留神，
就唱出了一种过人的情怀和担当。

担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后，
他努力开拓进取，使延安的音乐事业
如枯木逢春，焕发岀百花齐放，万木葱
茏的景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之际，他组织协会会员积极参
与原创歌曲创作，讴歌新时代和新延
安，并在多个平台展播，宣传展示延安
新形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他
还举办了“以艺抗疫，歌声同行”系列
公益活动，为白衣天使和逆行者者写
歌、唱歌。

“比赛能让会员找出和外界的差
距，更好地成长。”李海英说，为此，他积
极筹办了第八届陕西音乐奖声乐比赛
（延安赛区）陕北民歌比赛，圆满完成了
第八届陕西音乐奖声乐比赛各项赛事，

其协会选送的郝亚军、惠珍珍、高丽、白
强、井闪闪、孙庆洋、郭雄等30名民歌手
表现突出，为我市争得了荣誉。其中，
郝亚军荣获三等奖，并被授予“陕北十
大民歌手”称号；张丽获得了“陕北十大
民歌手”称号和评委会特等奖。“非常感
谢李主席给我们搭建的平台，让我们学
到了很多，我们将在民歌的舞台上越唱
越自信。”选手们感激地说。

一路走来，脚踏实地，不忘初心。
李海英自1985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
担任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延安
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音乐家
协会主席，延安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
员，现任延安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
理。他还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
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只有不误时节，潜心耕耘，汗水
浇灌，才在春天孕育了希望，才会有秋
天的硕果盈枝。”李海英在艺术的道路
上寄语青年歌者。

5月7日，宝塔区新城街道桃园社区开展了“浓情五月 感恩
母亲”母亲节主题活动，为辖区各行各业的母亲送上一份祝福。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们走进辖区学校、医院、派出所、环卫等单
位，对母亲代表们走访慰问，向她们献上鲜花和祝福，表达对她
们的关心与关爱。 记者 叶四青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侯延红 记者 李欢）“伸手、抬腿、扭动……跟
着我做。”4月26日上午，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开展“乐享健
康人生 健身操进社区”活动，不少居民前来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

当日，在杜甫川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辖区物业公司员工、
小区居民纷纷前来，学习近期网上火热的“本草纲目”毽子操。首
先是热身运动，随后，大家伸手、抬腿、扭动……一遍遍地学习，尽
管动作稍有复杂，但居民们热情高涨，不厌其烦。 居民周女士
说：“我每天都忙着照顾家庭，好久都没有运动了，这次参加社区健
身操活动，出了一身汗，感觉很舒畅，也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快
乐。”居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放松心情，还可以改善
体质、促进健康，希望社区多举办类似的文化活动。

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仅锻炼
了身体、缓解了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家的团队意识，
加强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为社区基层和谐
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李星棋）“老板你好！按照疫情防控的
要求，请让来店顾客佩戴好口罩，自觉扫描场所码，出示‘城
市 IP五行宝贝’贴纸，并为进店人员测温，谢谢配合。”5月5
日，在宝塔区市场沟一家饺子店门口，南市街道市场沟社区
工作人员正在向辖区门店宣传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为进一步夯实疫情防控工作，市场沟社区联合区级下
沉干部对辖区企业、商超、学校、酒店、快递驿站等重点场所
进行全面排查，要求其设置疫情防控台，配备消毒液、测温
仪，对入店的居民群众进行体温、核酸及贴纸检查，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政策。

在排查辖区重点场所的同时，工作人员着重对中高风
险地区返延人员等重点人群进行筛查，实行“一人一档”动
态跟踪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严格落实健康管
理举措，织牢织密织严疫情防控“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曹宁宁）“我们把线上线下费
用都做了调整，将核酸检测费用单管从 28元降至 19.7元，
混管从8元降至3.4元。”市博爱医院检验科主任邵晓明说。

为更加有效应对疫情形势变化，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工作，减轻群众负担，自 5月 7日 24时起，我省
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项目价格。其中，公立医疗机
构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诊疗规范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单人单检价格每人次最高限价为19.7元（含扩增试剂）；
多人混检不分样本数量，每人次最高限价为3.4元。

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区）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
的指导下，开始执行新的核酸检测价格政策。5月9日，记
者先后来到市博爱医院、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核酸检测点，看
到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市民源源不断，大家依次排队扫码、登
记、缴费、采样，在志愿者的疏导下，现场快速有序。

“我们跑车的，48小时必须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隔一
天就要做，现在降价了，经济上减轻了负担。”在市博爱医院
检测点，刚刚完成采样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费用降低了，主动做核酸的人就更多了，这对做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有利。”市民宋先生说。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白腾） 4月27日，在甘泉县第
四小学三年级（5）班的教室里，73岁的王文贵老人在女婿张麦
广的陪同下，拿着一封感谢信，送给了班上一名叫宋亿伟的同
学，感谢他将捡到的2400元现金归还。

据了解，4月16日下午，宋亿伟在广场玩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不
少现金，想到失主肯定很着急，所以他便把捡到的现金交给了民警。

王文贵老人丢了钱后四处寻找未果，着急得睡不着觉，谁
知过了几天就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让他去领钱。他从民警那
里得知，他丢失的现金是被宋亿伟捡到并交到了派出所，于是
有了开头一幕。

据王文贵老人女婿张麦介绍说，老人在家闲不住，外出捡
废品卖钱，好不容易攒了两千多元，钱丢了后老人急得睡不着，
现在钱找回来了，老人也心安了。“这要感谢这位小同学，都是
学校、老师和家长教育得好，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孩子及学校、家
长表示真诚的感谢，谢谢你们！”张麦说。

“捡到钱就必须还给人家，不能占为己有，这是老师和爸爸妈
妈经常教育我的。如果下次碰到了，我还会这样做。”宋亿伟说。

千方百计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我市全力做好防诈骗宣传工作

记者 李星棋 杜音樵

李海英：

生在黄土地 歌唱黄土地
通讯员 李全文

毽子操进社区 掀起居民健身热

社区力量下沉 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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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核酸检测项目价格降至
单采19.7元、混采3.4元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老人丢失两千多元
小学生交民警归还

鲜花送母亲 美德永传承

为了提高大家的识骗防骗能力，本
报特整理一些警方反诈骗宣传案例，供
大家借鉴，提高警惕，远离诈骗。

案例1 博彩刷单诈骗

某地发生一起博彩兼职刷单诈骗，
被骗 144700 元。受害人被好友拉到一
个微信兼职群，每天完成转发任务可获
得6元佣金。受害人做了半个月的任务
获得佣金后，商家要求其下载“掌嗨”
APP，并在“掌嗨”里发布某娱乐网站链
接，要求受害者在该网站充值并进行下
注以提高网站活跃度，受害者先后充值
144700元后都没有中奖，才发现被骗。

提醒：无论是刷单还是博彩，本身就
是违法行为。切勿在来路不明的 APP
里进行网络博彩，不要轻易与陌生人涉
及金钱来往，更不要轻易相信高收益、高
回报的博彩、投资平台。网络博彩不迷
恋，平台赌博有风险，赚钱不走寻常路，
被骗只在一瞬间，网络博彩，十赌十输！

案例2 “杀猪盘”诈骗

某社区发生一起“杀猪盘”诈骗案，
损失57116元。女受害者在某社交平台
结识一名从事金融行业的“优质男”，该
男子怂恿受害者在某APP投资炒外汇，
受害人投资2笔后发现马上获利并可提
现，于是用两个账号分别投入1万元，后
发现无法提现，客服以其有两个账号涉
嫌洗钱为由，让其缴纳 37116 元的保证
金，受害人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了
37116 元仍无法提现，客服称其银行卡
号输错被冻结需要再缴纳 10 万元可能
解冻，受害者才发现被骗。

提醒：网恋“杀猪盘”，始于网恋，终
于诈骗！勿轻信网络交“友”，勿轻信“理
财大师”，勿轻信“天上掉馅饼”，不然你
就会成为那头被杀的“猪”。

案例3 网络贷款诈骗

某社区发生一起网络贷款诈骗案，

损失18000元。受害人收到一条提供贷
款的短信，于是点击短信里的链接下载

“给你花”APP 申请 30000 元贷款，该
APP显示其填写的银行账户有误导致银
行卡被冻结，需要缴纳9000元解冻费，受
害人向对方转账9000元后发现仍旧无法
提现，于是又在对方的要求下转账9000
元，之后对方再次让其缴纳10000元保险
才能提现，受害者才意识到被骗。

提醒：无抵押、放款快、倾家荡产在等
待，任何先缴纳各种保证金、手续费的贷
款，都是诈骗，目的是让你背上更多的债！

案例4 购物退款诈骗

某社区发生一起购物退款诈骗案
件，被骗7999元。受害人接到自称是某
化妆品牌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其购买的
粉底液有质量问题，需要进行退款和赔
偿，随后受害者添加了对方QQ，并在对
方的指导下将自己支付宝余额宝的钱提
到银行卡上，再转到对方提供的银行账

户上，损失7999元。
提醒：骗子冒充客服，谎称订单出

错或商品有质量问题，需要通过链接
或二维码办理退款手续，请立刻联系
官方客服解释真假，谨防上当受骗！

案例5 冒充身份诈骗

某工业区发生一起冒充熟人诈骗案，
被骗5100元。受害人QQ上收到好友“吴
某”的消息，“吴某”称其朋友受伤需要住
院，请受害人帮忙转账给对方，随后“吴
某”发来一段医院的视频和支付宝向受害
者转账5100元的截图，于是受害者向“吴
某”提供的银行卡转账5100元，之后受害
者查询自己的支付宝发现没有收到对方
转账，于是通过其他方式联系上吴某，才
发现对方QQ被盗，共计损失5100元。

提醒：通过电话、网络自称好友、领
导、班主任、老板等索要钱财转账或红包
的，不轻信，一定要通过其他方式与对方
核实。

反诈骗宣传案例

◀ 在乾坤湾艺术表演

▼ 慰问演出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