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飞行教练正在操作、展示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研发的飞行模拟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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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要、躲不掉、惹人恼

106106骚扰短信骚扰短信““轰炸轰炸””的背后的背后
藏了什么猫腻藏了什么猫腻？？

“×××又发大红包啦，搜索领取！”“恭喜您获得5万元贷款额度，点击领

取！”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包含着诸如营销推广、物流外卖、政务验证等内容的短

信大部分由106开头的号码发出，甚至一些短信还能精准地使用收信人的真实姓

名；不同短信群发商对于内容的审核强度也不一致。 新华社电

“‘双十一’是各个商家的广
告短信，这段时间是支付宝红包
码，奇怪的是，你用手机屏蔽这
个号码的短信，一段时间后同一
家公司又用另一个 106号段发
来推广信息。”说起106短信，厦
门市民庄女士显得有些无奈。

业内专家向记者介绍，106
短信平台是指三大通信运营商
提供的网关短信平台，手机上收
到的 106号码开头的短信均由
该平台发送。

不想要、躲不掉、惹人

恼，成为遭受 106号段短信骚
扰用户的心声。在社交媒体
上，有关 106号段骚扰短信的
吐槽不胜枚举。

记者在查阅自己的福州移
动手机号时发现，最近 10天仅
被手机安全软件拦截的 106开
头的无效短信就有 30余条，加
上未被拦截的短信，日均收到
此类短信在 5条左右。有些营
销推广短信内容甚至含有记者
姓名等个人信息，而其中一些
短信来源并非记者曾经光顾过

的网店或企业。
在新浪微博上，以“106 短

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可以看
到，不少商家正利用微博招徕
106短信平台的“生意”，这些商
家大多以“到达率高、转化率高、
三网不屏蔽”等为广告语进行宣
传。

记者在淘宝、QQ等渠道搜
索发现，推销 106短信平台渠道
的商家也不在少数，针对不同的
短信条数和短信内容，商家的报
价不尽相同。数量越多，单价越

低，5000条短信的单价在7分钱
左右，当数量到达10万条，价格
降到每条5分钱，而部分涉及“A
货”“博彩”“股票”等内容的短信
价格则相对较高，每条售价在 8
分至3角。

还有一些卖家表示，只要发
送数量达到 10万条以上，即使
是博彩、网贷等灰色地带甚至违
法违规推广信息，经过对内容的
修改“伪装”后，也一样可以由
106短信平台发出。

腾讯手机管家的统计数据
显示，仅今年第三季度，用户主
动举报垃圾短信3.99亿条，而其
中通过 106短信平台发出的垃
圾短信占比高达 92%。记者在
调查采访中发现，高额的利润回
报、便捷的运作手段让一些经营
106短信平台的商家铤而走险。

——有多种代理模式，利润
回报诱人。记者以加盟代理为
由，从一名专门从事 106短信平
台营销的代理处得知，其大客户

主要来自网贷和荐股企业，一些
博彩业者也在使用。他向记者
推荐了三种代理模式，并表示每
谈成一笔业务，可获得10%的提
成，一些敏感行业提成更高。“成
交一个大客户够吃半年。”这名
代理说，“一个客户充值 10 万
元，你就能净赚1万元。”

——获客门槛低，运作便
捷。记者发现，一些短信平台以

“提供接收方手机号”作为交易门
槛。记者在百度中输入“手机号

码生成器”，轻易就可以下载到用
于生成不同地区手机号的软件，
按照自己选定的号段即可成批生
成相应的手机号码。一位电商从
业者告诉记者，除下载号码生成
器外，在一些贩卖个人信息的
QQ群中也可以用批量购买的方
式获取完整的客户信息。一些拥
有会员管理系统的网店或企业则
可以直接导入会员手机号，向其
精准推送营销广告信息。

——垃圾骚扰短信判定标

准不一。中国电信福建分公司
在给记者的采访回函中表示：
106 短信平台发送的短信内容
多样，不同用户接受标准也不尽
相同，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也缺乏
垃圾短信的判定标准。“把‘双
11’变成‘双||’，一些使用关键
词的拦截技术可能就失效了。”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平台运营者
为了“骗过”骚扰拦截，使用异形
字来代替原有关键词，客观上也
增加了骚扰识别与拦截的难度。

在堵截106短信平台垃圾短信问
题上，中国移动福建分公司称，2018
年该公司拒绝引入106短信平台客户
560余户，行业拦截短信量1280余万
条；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未列明拦截
短信数量，但对平台客户的违约行为
作出一般、严重、重大三类分级；中国
电信福建分公司表示，将提升技术手
段，加强垃圾短信管控，为用户手机净
屏工作承担应有的责任。

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波建
议，有关部门的监管应该聚焦在合作
渠道上，比如建立规范的短信群发监
督过滤系统，对有问题的群发行为、服
务提供商和运营商进行直接管理。

杨启波同时指出，一般手机用户
可以在手机中安装专业软件来识别
拦截各种骚扰诈骗短信，部分品牌手
机也自带相应的防骚扰功能，避免群
发短信骚扰。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冈认为，尽管当下用户习惯已从
短信转向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但仍
有不少中老年用户保留阅读短信的
习惯，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此类用户
的保护。傅蔚冈建议各通信运营商
在提供通信服务的基础之上，更加注
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
共同治理。

106骚扰短信让广大手机用户不堪其扰

高额利润让106短信平台变了味

齐抓共管，将反垃
圾短信进行到底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6日电
“这辈子只坐过飞机，这回终于开
了一把。”在哈尔滨市一家航空科
普馆体验过模拟飞行，68岁的老
人赵向阳心满意足。让老人圆梦
的是一个“草根玩家”创业团队
——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从开发第一块电路板，到自
主研制飞行模拟舱，从组建兴趣
小组，到成立科技公司，刘忠亮、
葛俊、付强、周志园，四个来自不
同地区、不同职业的飞行爱好者，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着同一个

“飞行梦”。

被游戏激活的“飞行
梦”

1987 年出生的刘忠亮从小
痴迷飞机，但对于在山东农村长
大的他来说，翱翔天空是个遥远
的梦想。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工作
后，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让他觉得

“离天空近了一点”。
“玩游戏还不过瘾。”刘忠亮

说，2009年他创办了中国模拟飞
行论坛，汇集了很多和他一样的
飞行爱好者。

一天，一个“飞友”在论坛里
晒出一张电路板照片，电路板上
的开关、按钮，可以代替鼠标调节

“飞机”的高度、速度和航向。这
让刘忠亮眼前一亮：“有了足够的
实体硬件，是不是可以造个模拟
飞行器？”

刘忠亮和上海、郑州等地的
“飞友”组成硬件开发小组，说干
就干。为组建模拟舱，当时的小
组成员、在郑州从事室内设计的
周志园在自家楼下租了一间地下
室，队友们把各自负责的零部件
研制好，就纷纷赶来这里组装、焊
接。

“我们很快发现，这些努力远
远不够。模拟舱是个庞大的系统
工程，需要不断投入时间、精力，
还有‘砸钱’。”小组成员、在郑州
一家旅游公司做调度的付强说，
这个大胆的设想曾一度面临破灭。

2012年，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飞
行爱好者葛俊得知他们的“飞行计
划”后，立即投资30万元。有了这
笔资金，他们的模拟舱研发驶入快
车道，雏形初现。

“要做，就做到更大。”2014年
春天，刘忠亮和团队成员一起辞
职，北上哈尔滨与葛俊汇合，并联
合成立公司，取名为“莱特兄弟”。

刘忠亮说，1903年莱特兄弟发
明了第一架飞机，圆了人类飞上天
空的梦想，他希望中国大地上也能
出现开创人类历史的飞行故事和
飞行英雄。为了这个“飞行梦”，值
得赌一把。

距离蓝天，究竟有多远？

曾在国外生活的葛俊热爱飞
行，还考取了私人飞行执照。当
他回国后发现，中国的飞行文化

和国外相比很不成气候。模拟飞
行市场的匮乏让他甚至找不到

“可以玩飞的地方”。
葛俊说，飞行模拟舱是飞行

员训练的必需品，因为很多故障
的处置训练不可能用真飞机。然
而，模拟舱属于高精尖设备，市场
几乎被国外厂商垄断，模拟舱价
格从数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让普通爱好者望尘莫及。

“只有自主研发，才能降低生
产成本。”刘忠亮坚信，这一定会
给飞行员培训带来“福音”。

连续两年多时间里，小到每
个螺丝钉，大到整个电路，他们都
坚持自主设计，工作到凌晨一两
点是常事。除了自己摸索，他们
还邀请经验丰富的机长和教练员
前来“试飞”，专挑毛病、找缺点，
让技术难题一项项突破，生产流
程一步步完善。

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2014
年8月，第一台按1:1比例研制的
波音 737-800 模拟舱工程机诞
生，并在一年后完成标准化生产
流程。

2016年11月，“莱特兄弟”再
次完善的飞行模拟舱通过了中国
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FTD4级鉴
定。刘忠亮说，这是进军专业航
空培训设备的第一步。

让“莱特兄弟”欣喜的是，圆
梦路上，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支持，公司所在厂区三年内享受
免租政策。“这对于初创企业来

说，是不小的福利。”葛俊说。

让更多中国孩子离天
空更近

按键规整，灯光斑斓，窗外绚
烂……飞行舱被誉为“最美办公
室”。周志园说，这份美丽背后集
合了物理、电子、编程、材料、飞行
驾驶等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他
们的“飞行梦”已经吸引越来越多
专业人士加入，其中包括不少外
国专家，公司已经在荷兰、北京、
天津、哈尔滨等多地建立研发中
心。

如今，“莱特兄弟”自主研发
的波音737-800模拟机拿到了美
国波音公司的数据包授权和商标
授权。他们还收购了美国一家航
校，为进军飞行员培训领域打下
基础。

一路走来，付强十分感慨，同

行看待他们的目光在不断变化。
“2014、2015 年，他们说我们是
‘了不起的玩家’；2016、2017年，
他们开始和我们讨论技术层面的
东西；到了现在，已经把我们看成
竞争对手。”

谈及规划，刘忠亮说，“莱特
兄弟”的小目标，其实是个大愿
景。他们正在调试的模拟机将申
请更高等级的鉴定，而未来他们
希望参与到国产大飞机模拟机的
开发研制当中。

“莱特兄弟”计划把模拟飞行
体验推向大众，通过航空科普馆，
方便更多中国孩子近距离接触航
空、体验航空、了解航空。

“让飞行文化在中国普及，培
养出更多飞行爱好者，把飞行梦
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刘忠亮说，
这是关乎中国未来飞行人才储
备、航空强国建设的大文章，也是

“莱特兄弟”将一直努力的方向。

中国中国““莱特兄弟莱特兄弟”：”：模拟飞行台上的模拟飞行台上的““飞行家飞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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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崇拜
的偶像。唱歌跑调？跳舞差
劲？没关系，只要冠以“女团”的
名号，你就可以出道了。

在各类女团“大肆横行”的今
天，有这样一个组合，她们平均年
龄不到18岁，没有靓丽的容颜，也
没有惹火的身材，她们不会在舞
台上享受观众的鲜花掌声，但她
们一直都是赛场上的王者。

王简嘉禾、李冰洁、杨浚瑄、
张雨涵，这四名中国游泳队的小
花在杭州短池世锦赛上又一次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在女
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中，四名小花以7分34秒08获得
冠军，为中国队争得第三金的同
时，也打破了该项的亚洲纪录。

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
强队，中国小花们表现出了不屈
不挠的拼劲儿。从第一棒的落
后，到第三棒的反超，再到最后
一棒的冲刺，小姑娘们应对压力
时表现出的冷静很难让人相信
她们四个人中有三人都是00后。

赛后的采访，四位队员也都
表现得十分谦虚，李冰洁不停地
反思自己，王简嘉禾感谢队友创
造的机会。谦逊礼貌，严己宽人
的传统美德在几个年纪轻轻的选
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偶像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偶像是理想生活的

剧透，是普通人通过努力完成梦
想的典范。王简嘉禾出身平凡，
十余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造就
了现在的希望之星。

有人说，偶像要有豁达的胸
襟，面对青出于蓝的对手，要有

“后来居上”的勇气。王简嘉禾
的突然爆发，李冰洁有了更大的
压力。面对好朋友创造的世界
纪录，李冰洁暗下决心：要尽早
赶上。

有人说，偶像是上帝眷顾的
宠儿，是天赋异禀却坠落人间的
精灵。浚，指从水中挹取；瑄，指

古代祭天用的璧。从小热爱游
泳的杨浚瑄就像是上天从水中
挑选，赐给人间的一块美玉。作
为对抗日本超新星池江璃花子
的“利器”，16岁的小将已经剑指
东京奥运。

有人说，偶像是不忘初心的
追梦人，只享受过程却不计较结
果。4岁半进泳池，11岁入选国
家队，张雨涵在队内的存在感或
许不高。从当初的小将，成长为
现在的“老大姐”，她一路坚守，
只是因为享受超越与突破的魅
力。

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每
个人的成长也都不是一帆风顺，
但四名小花的合体却迸发出无
穷的力量。这不是她们第一次
闪耀赛场，今年的亚运会，同样
的“原班人马”打破了原有的赛
会纪录。

亚运会上，中国队在接力项
目上一金难求，以池江璃花子为
代表的日本队将多枚金牌收入
囊中。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
力，同样是中日两国争霸天下。
决赛中，依然是这组黄金搭档，
以 0.67秒的优势力压日本，夺得
冠军，同时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
六连冠。

这样的“中国女团”是中国
游泳的未来，也是真正值得被追
随的优质偶像。在小莲花刮起
的这股青春风暴让所有人血脉
偾张，两年后的东京似乎近在咫
尺，我们期待四位小花再度合
体，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告诉世
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偶像。

（综合）

短池世锦赛超燃一幕！

中国“女子天团”横空出世

北京时间16日下午，国际乒
联年终总决赛女单赛场上演“中
国内战”，最终陈梦4:1战胜小将
何卓佳，实现卫冕。派出最强阵
容如愿包揽年终总决赛四强，但
国乒女队仍留有一大遗憾。

国乒女队刮起青春风暴

尽遣八名一线球员出战的
国乒女队包揽四强，这个结果并
不令人意外。但丁宁、刘诗雯、
朱雨玲三大主力未能进入决赛，
而是陈梦在与何卓佳的最终对
决中胜出，再次卫冕总决赛冠
军，恐怕超出了很多人的赛前预
测，这正是国乒新生代力量逐渐
走至台前的缩影。

相较于正处于瓶颈期的男
队，梯队建设更为“有序”的国乒
女队在培养后备力量方面显得
从容不迫。一方面王曼昱、孙颖
莎、何卓佳等一批新生代选手足
以分担前辈的重担；另一方面，
陈梦、朱雨玲也逐渐成长为队伍
中坚，开始挑起大梁。

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中国
乒乓球队也有意在阵容搭配上
对其着重培养。无论是在世锦
赛团体赛，还是国际乒联巡回
赛、雅加达亚运会等众多比赛
中，多采取“老带新”“中带新”的
方式，以迅速提升年轻球员的临
场技战术发挥和心理素质。

由于国际乒联积分排名体
系改革，选手需要提高参赛数量
来保证排名。因此丁宁、刘诗雯
等主力开始频繁征战巡回赛。
尽管如此，年轻球员依然拿到了

四站巡回赛冠军，占据队伍的
“半壁江山”，甚至出现了王曼昱
在中国公开赛击败丁宁夺冠的
高光时刻。

丁宁、刘诗雯老将弥坚

面对年轻选手的冲击，丁
宁、刘诗雯等老将则将重点放在
如何超越自我。尽管在半决赛
中，被何卓佳2:4逆转无缘决赛，
但丁宁依然凭借年终总决赛四
强的战绩，将在 2019年 1月新一
期世界排名中，重返世界第一的
宝座。

今年年初，她的初始世界排
名只有 21位。在卡塔尔公开赛
中，这位大满贯选手还需要从资
格赛战起。经过一整年的不懈
奋战，逐渐找回状态的丁宁斩获
了包括团体世界杯、团体世锦
赛、单打世界杯等在内的一系列

重磅荣誉。
她第一次登顶是在 2011年

11 月份，并在此后连续领跑 22
个月。能够在 28岁的年龄再次
重返世界第一，丁宁付出的努力
远比年轻球员要多。在她看来，

“摆正心态，战胜自己”要远比夺
得冠军更加重要。

2018 赛季，刘诗雯出战 11
项赛事夺得 5冠，从成绩来看可
圈可点，但仍有不少比赛存在瑕
疵，也输了不少外战，这将直接
影响她能够如愿进军东京。但
刘诗雯对此在心态上显得更为
平和：“别太急于想找到特别特
别巅峰的状态，一点一点地来
吧。”

强敌环伺 难题悬而未决

本次比赛，丁宁和何卓佳在
下半区面对着众多日本选手的

围攻。其中还有石川佳纯、伊藤
美诚等立志夺冠的热门选手。
不过伊藤美诚在本次比赛中的
表现，让人有些意外，她在第一
轮就以3:4不敌中国台北选手郑
怡静，无缘八强。

伊藤美诚的出局，让中国女
乒的复仇计划落空，也留下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因为在一
个月前的瑞典公开赛上，她连续
击败丁宁、刘诗雯和朱雨玲三名
国乒大将，获得女单冠军，这远
比一年前平野美宇在亚锦赛上
的表现，要更加值得警惕，也更
说明问题。

尽管如丁宁在接受采访时
所言，身为大满贯的自己已无
需再过多证明，但围绕在她以
及中国女乒的挑战依然是客观
存在。里约奥运周期期间，这
个角色是冯天薇率领的新加坡
军团。如今，随着海外军团日
渐式微，日本乒乓球正异军突
起。

本赛季，石川佳纯和伊藤
美诚合力斩获了四站巡回赛冠
军，占据总数的1/3，隐有与国
乒分庭抗礼之势，日本媒体更
是叫嚣伊藤的打法国乒无人能
破。比起荣誉，对于国乒来
说，更为严峻的是，日本近年
来始终能诞生撼动和冲击女乒
阵线的运动员。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并及时作出反应，恐怕是刘国梁
回归后，球队需要着力解决的难
题，毕竟伊藤不是第一个，相信
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新体）

国乒女单最强阵容包揽年终总决赛四强

陈梦领奖。

莫言亲笔题字
悼念二月河

12月15日凌晨，文坛泰斗
二月河病逝于北京，享年 73
岁，其遗体已于当日下午回到
南阳。目前，二月河亲朋好友
及社会各界人士已陆续到达南
阳市殡仪馆吊唁。

据了解，二月河的追悼会
将于 12月 19日上午举行。二
月河的女儿凌晓表示，父亲因
心脏疾病走得突然，未能留下
什么遗言。但之前，他就曾说
过心愿，希望自己走后不要打
扰太多人。二月河堂哥凌振祥
介绍，原本家属准备低调下葬，
但考虑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
最终决定在 12月 19日上午举
行追悼会。

此外，著名作家莫言、曾执
导《雍正王朝》的女导演胡玫、
编剧于正等众多影视行业工作
者纷纷发文哀悼 。

莫言写道：惊闻二月河先
生仙逝，不胜惋悼！网上早有
以先生笔名和原名所撰上联，
工整巧妙，寓意深远。今愚勉
对并书之，虽远不如上联工整，
但哀思真诚。供方家两哂，并
以此送先生远行。

二月河本名是凌解放，山
西昔阳人，1945 年 9 月出生。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主席团
委员、河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河
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郑州大学
文学院院长、南阳市文联名誉
主席、南阳市作协主席、南阳文
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享誉全国的南阳作家群的
领军人物。因其笔下五百万字
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
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
被海内外读者熟知。据此改编
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王
朝》也是一代经典。（综合）

刘德华演唱会
全家总动员
重提堕马受伤感谢粉丝

刘德华一连20场跨年演唱
会 15日晚在红馆开唱，向来低
调的刘德华这次与以往不同，太
太朱丽倩首次带女儿刘向蕙坐
在观众席欣赏刘德华的演出，一
家三口隔空“同框”，非常温馨。
刘德华的父母也现身，全家总动
员支持。好友黄日华、苗侨伟、
汪明荃、罗家英及郑中基夫妇也
到场捧场。

晚上 8点 40分正式开场，
刘德华穿着全白色的长衣服唱
出《预谋》，之后脱下外套露出
双臂，拿起鼓棍在舞台中央打
鼓，展现强劲的麒麟臂。在演
唱会上，刘德华提到去年堕马
受伤的事，他说：“去年自己不
小心，让你们担心了，我自己也
很紧张，还没试过一次性做这
么多运动，在此我慎重、严肃和
真诚地跟大家说声多谢，过去
一年间收到很多很多祝福，多
谢大家！” （新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