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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
员 周逸娜 刘晓东）在安丰古镇，
流传着一种特色的民间工艺品
——麦秆画。其渊源可追溯至隋
朝年间，后随历史朝代的更迭，麦
秆画艺术一直在民间绵延不断。

安丰麦秆画充分利用麦秆的
自然光泽和材质，表现人物风景、
花卉动物等，栩栩如生、巧夺天
工，堪称民间一绝！

今年 56 岁的刘用明是安丰
麦秆画的传承人，她从小酷爱绘
画，擅长以农村生活场景为素
材，去表达自己对麦秆画艺术的
钟爱。

色泽鲜艳的麦秆，经过熏、
蒸、漂、刮、推、烫以及剪、刻、编、
绘等多道工序，在刘用明的手里
粘贴成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

刘用明麦秆画在继承前人的
基础上，大胆创新。她借鉴发绣
双面透工艺，尝试对单面的麦秆
画进行再加工，经过一次次反复
试验，终于摸索出了双面透麦秆
画的制作方法，采用透明纸张，让
单面的画作在背面再次呈现。
2012年，她研制的“双面麦秆画”
得到专家及爱好者的广泛赞誉，
称之“东台绝活”。

2014年，刘用明被命名为“东
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6
年获江苏省创业创新大赛十佳女
能手，同年，安丰麦秆画获评江苏
省旅游创意商品。今年，安丰麦
秆画评定为盐城非物质文化遗
产，刘用明本人荣获“东台工匠”
光荣称号。

刘用明和
她的麦秆画

11 月 27 日，富安供电所
营销人员季红生在无人智能
营业厅指导陈女士使用自助
缴费终端和电力微信服务平
台。据悉，这是我市首个农
村智能营业厅。用户在机器
上输入电表号码、用户名或
手机号码，就可以查询到自
家的用电信息，办理交费、过
户、增容、分时用电等业务。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孙永兴 摄

记者 班雪凡

被网友戏称为“操心老母亲”的
中国移动号码 10086，几乎每天都
会给客户发来贴心短信，提醒余额
不足、发送本月账单、建议升级流
量套餐……对于这些服务短信有的
市民将其一删了之，而有的市民却
会点击短信内的链接查看详情，殊
不知有些短信并非中国移动官方
发布，稍不留意就会掉入不法分子
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里。

近日，细心的市民陈先生提供
线索称，他收到“10086”发来的优惠
充值短信，具体内容是“充值特惠
日：11月 26日前登录wap.tz63.cn
即可充 100 送 200；充 200 送 500。
逾期失效［中国移动］”，看到如此大
的优惠力度，陈先生点开了短信内
的网页链接，在随后进入到的充值

界面陈先生发现，页面内不仅要求
填写手机号码，还要求填写银行卡
号、身份证和支付密码，谨慎的陈先
生发现不对劲立即关闭了网页，“一
般充值只需要提供手机号，要银行
卡、身份证甚至密码的肯定是陷阱，
担心钱财被盗我就退出了。”

正如陈先生所言，在随后的调
查中发现，该条由“10086”发出的
短信并非是由中国移动公司发出，
记者将短信拿至移动公司求证后
发现，诈骗短信结尾处的［中国移
动］与一般官方短信结尾处的【中
国移动】在括号使用上有明显不
同，这其实是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
和改号软件发出的诈骗短信，短信
内网页链接也并非是中国移动官
方网站，而是诈骗分子制作的木马
链接。如果一旦点击木马链接，并
根据页面提示提交了身份信息，公

民的个人信息就会被不法分子窃
取，极有可能受到财产损失。移动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正规页面
进行手机充值，填写银行卡号后身
份证号和手机号将会自动生成，如
果在电脑上选择银行卡充值，会直
接跳转到银行官方支付页面，不需
要填写完整卡号和身份证号。

电信诈骗案件屡见不鲜，花样
伎俩不断翻新，除了以上提到的诈
骗形式，类似于“10086发送积分兑
换”的短信也很可能是诈骗信息，
根据中国移动官方说法，关于移动
积分兑换目前只有通过官网积分
商城一种方式，并且一般是话费、
礼品等，极少以现金形式发放，提
醒广大市民如果一旦收到要求用
户提供银行账号、身份证、密码等
个人信息的类似网址尽量不要点
击，以防个人信息泄露造成损失。

诈骗花样多 这样的“10086”别信！

记者 班雪凡

今年中秋节，正是阖家
团圆时，赵丽琴的心却被三
个孩子紧紧牵绊着，孩子们
在哪？吃得好不好？有没
有想家？思前想后赵丽琴
坐不住了，拉着爱人上街采
购一番，拎着新鲜的水果、
零食、换季衣服等去看望她
的孩子们。“我不在乎那声

‘妈妈’，我觉得我就是他们
的妈妈，发自内心的想对他
们好。”赵丽琴说。

赵丽琴是西溪景区万陆
社区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也是红十字志愿者。让她
担心惦记的这三个孩子与
她并无血缘关系，他们的缘
分是从 2016 年红会的一次
结对走访活动开始的。自
从与孩子们建立亲密关系
后，赵丽琴不仅在物质上给
予孩子们帮助，也在精神上
给了他们很大陪伴。“2016
年我成为了他们的‘爱心妈
妈’，虽然只是一个称号，但
我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母
亲的关怀温暖。”直到现在
赵丽琴仍然这样说。

这三个孩子分别是琳
琳、清清、辰辰，琳琳和清清
是一对姐妹，妹妹刚读初
中，姐姐刚上高中，姐姐俩
乖巧懂事，而处于青春期的
男孩辰辰性格稍微有些不
同。三个孩子都是从小父
母不在身边，跟随爷爷奶奶
生活的。回忆起第一次见到
他们时，赵丽琴既难过又怜
惜：“两个女孩生活居住的环
境很不好，个人卫生也没能
做好，男孩子的衣服上沾满
了被子的棉絮，看了让人很
心疼。”

与孩子们结识后，赵丽
琴开始了每个月至少一次
的看望，每次都给孩子们带
去他们需要的学习用品、水
果和喜欢的零食，有时征求
孩子的意见，替他们购买所
需要的书籍服装等。陪他
们说说话，聊聊学习生活中
有趣的话题，或者带他们到
一些地方游玩，赵丽琴将三
个孩子视如己出。“有了琴
阿姨，我们感觉到了以前所
没有的幸福，她经常来看我
们、陪我们，还带来生活用
品。”妹妹清清说。

赵丽琴资助帮扶三个孩
子也得到了爱人和女儿的
大力支持，不管是午休时间

还是夜晚，只要有空，赵丽
琴的爱人就会陪着她一同
去看望孩子们。“孩子们在
学校有任何情况，我爱人比
我还担心，提醒我如何真正
做到关心他们的学习，我自
己的孩子虽然在外地读书，
但只要她放假回来，就会去
看望弟弟妹妹们，平时也会
通过微信视频交流，现在我
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赵丽
琴说。

为了让孩子们健康度过
青春期，赵丽琴除了陪伴之
外，还与几个孩子进行沟
通，引导她们踏入正确的人
生道路，教育他们目前一切
先以学业为重心，同时要懂
得尊重老人，对家务及农活
要力所能及地参与。“我就
当自己的孩子管，他们几个
都到我家里住过几天，特别
是女孩子，我会引导她们学
着打理个人卫生，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

周围的人都说，赵丽琴
就是一副热心肠。其实早
在几年前，赵丽琴就已经与
四川大凉山的两名少数民
族贫困儿童结对帮助了，每
学期提供每个孩子400元资
助费用。在一次红会组织
去社会福利院看望孤残儿
童时，她第一次看见一个先
天没有眼球的小孩子后，忍
不住将孩子抱在怀里，“孩
子用双手在我头上脸上乱
摸，我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
出来，只是由着他小手搂着
我……当时就决定只要有时
间，我就去看他。”赵丽琴回
忆道。在富东龙卷风的救
助现场，在特困家庭活动走
访中，在看望孤寡老人儿童
的路上，在众筹平台、希望
工程、深圳壹基金、扶贫基
金捐款里……哪里需要帮
助，哪里就有赵丽琴的爱
心，对她而言这些帮助与奉
献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连
她自己也不知道帮助过多
少人，捐出了多少钱。

曾经有人问到她，做这
些事情，你不上班吗？赵丽
琴这样说：当想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时，首先必须认真
完成本职工作，尽好家庭责
任，然后才可以更好地去奉
献，不能本末倒置。至于经
济能力问题，少买几件衣服，
少去一次饭店，就能帮助到
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赵丽琴：

奉献当做常态爱心温暖他人
葛平 文/摄

12月 1日晚，唐洋中学全体师
生齐聚青春剧场，按照“五个一”的
流程，即看一个视频、谈一点感想、
诵一段经典、唱一首歌曲、做一份承
诺 ，举行了一次震撼心灵的道德讲
堂活动。

活动在全体起立、齐唱信念之
歌《明天你好》中拉开帷幕。师生们
观看了短片《圆梦中国 德耀中华》，
聆听了《雷锋》的感人故事。高一
（6）班朱琳同学分享了自己对道
德、对模范事迹的感悟，分享了她的

“爱心”和“奉献精神”。在诵读经
典环节，全体师生共同诵读道德经

典《弟子规》中的“信”篇，用最为真
诚的心许下了“会感恩、重品德、有
爱心”的道德承诺。活动倡议，全
体师生从现在做起，有道德相伴，
有快乐相随，在人生寻梦的道路
上，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成
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
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
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
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道德讲堂活
动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洗礼。通过活
动，师生们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责任、
使命，决定将活动继续开展下去，引
导更多的人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实
践者和受益者。

用真诚许下道德承诺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王朝生

11 月 23 日上午 11时许，市农
商行台东支行营业厅，一位70多岁
的老奶奶匆匆忙忙闯了进来，嘴里
不停念叨着要拿钱。

丰润公司保安员、大堂经理储
小红见状分析，老奶奶肯定是有急
事，便主动帮她取号，安慰她坐下
歇会儿。不过五分钟，老奶奶到柜
面开始办理，慌乱中，她从衣袋掏
存单时，误将袋内零钱带出散落地
面，自己却浑然不知。

储小红例行巡查时发现地面有
零碎现钞，捡起清点，合计 80 多
元。因距离老奶奶较近，储小红随

即上前询问：“您带零钱出来了
吗？”老奶奶警觉起来，生怕保安员
是要推销什么东西，便随口推说没
带。经过再次善意地提问，她说带
了60多块钱，并表示，自己是来拿
钱的，带多少钱干嘛？储小红提示
她好好回忆一下，老奶奶手摸衣
袋，才发现钱已遗失，就认真回忆
起来，说应该是带来了80多块钱。

经查证，老奶奶的口述与拾款
完全一致，储小红便把现金交还给
了她，并提醒她保管好钱，老奶奶
十分感激。从柜面取出存款后，老
奶奶把六千多元钱抓在手上，储小
红又找来信封，帮她装好，防止再
发生意外。等一切安排妥当，准备

离开大厅前，老奶奶拿出钞票，想
对储小红表示酬谢被拒绝。这时
老奶奶走走停停，慢悠悠地步出大
厅，在大门外徘徊好几分钟……

原来老人有个亲戚在某银行工
作，原准备将取出的6000多元存款
送至某银行进行存储的，却被储小
红的真情服务打动。思来想去，她
最终决定，走千家不如坐一家。“农
商行服务这么好，我把钱还存在农
商行。”于是她返回大厅，把到手的
连本带息的现金再加些零钱，都交
给了柜面服务人员，重新开出了一
张定期存款单。

储小红用真情留住了客户！

她用真情留住了客户

近日，盐城立信如良会计师事务所举办 2018 年会计师培
训会，来自我市近150名企业会计参会学习。记者 班雪凡 摄

双色球 18142 期开奖和值 89; 大小比 2:4;
奇偶比3:3; 三区比为4:0:2。

尾数区间分析：上期开出同尾号08、28，尾数
组数为5组，分别为0、1、5、7、8，尾数和为29，较
上期上升了3个点位，本期尾数和值关注20-29
之间。小数尾近期占优，本期关注尾号 3、4、6、
7、9。

尾数冷热分析：上期小号区(0-4)开出2个尾
号，大号区(5-9)开出 4个尾号，本期重点关注小
尾数3、4及大数尾6、7、9。

定位尾数分析：第一位关注尾4、6；第二位关
注 7、9尾；第三位关注 3、4尾；第四位关注 6、9
尾；第五位关注3、6尾；第六位关注7、9尾，蓝球
关注235尾。

红球：04 06 07 09 13 14 16 19 23 26 27 29
蓝球：02 03 05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购彩有风险，投注需谨

慎！

双色球18143期
红球尾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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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7月31日喜中中福在线连环夺宝25万元全国累积奖！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喜中2018009期双色球一等

奖1注，奖金548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4月10日喜中中福在线连环夺宝25万元全国累积奖！

12月 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2018142期开奖，这是
2018年双色球10亿元大派奖活动启
动后的第二十期派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5、08、10、11、27、28，蓝球
号码为11。

11注一等奖特别奖1085万多元
六等奖特别奖870万多注

当期双色球头奖16注，其中11注
一等奖为复式或胆拖投注，单注奖金
为1085万多元（含派奖500万元），这
11注一等奖特别奖花落 9地，河北 1
注，黑龙江1注，上海1注，浙江2注，
福建1注，湖南1注，广东1注，贵州2
注，甘肃1注，共11注；另外5注为非
复式或胆拖投注，不参与派奖活动，单
注奖金 585 万多元，这 5注非复式或
胆拖投注一等奖花落 5地，黑龙江 1
注，山东1注，重庆1注，湖南1注，四

川注，共5注。
当期双色球六等奖开出 1418 万

多注，其中870万多注为复式或胆拖
投注，参与派奖活动，最后中奖金额为
每注 10元（含派奖 5元）。当期二等
奖开出242注，单注金额7万多元。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
区比为 4:0:2；奇偶比为 2:4。其中，
红球开出一枚重号11；一枚隔码28；
两组二连号 10、11 和 27、28；一组同
尾号 08、28；一枚斜连号 10；蓝球则
开出11。

奖池 13.43 亿多元 下期头奖派
0.55亿元 六等奖剩余派奖金额0.25
亿多元

当期全国销量为 3.9 亿多元。广
东（不含深圳）当期双色球销量为
3632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以3190
万多元的销量位列第二；山东以2358

万多元排名第三；江苏以2187万多元
排名第四；四川则以2091万多元排名
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3.43
亿多元，本期1.1亿元一等奖特别奖派
奖奖金派出 5500 万元，剩余 5500 万
元。按本次派奖规则，双色球派奖活
动将延期至2018143期，剩余派奖奖
金自动滚入至下期第2018143期，下
期复式或胆拖投注中得一等奖按中奖
注数均分 0.55 亿元。本期计奖结束
后，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
0.55亿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0.25亿多元。按照派奖规则，由
于单注头奖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在派奖期
间 4元胆拖
或复式中得
1500万元。

双色球142期头奖特别奖11注1085万奖池13.4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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