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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佳丽）春节马上就要到
了，还不赶紧给自己放个假，来一场浪漫的
境外之旅吧。近日 ，建行特别为外出旅游
的游客推出了全新境外返现活动，最高
10%的返现让你玩转世界，热购全球。

据悉，凡持有“银联”标识的龙卡信用
卡（包括双标卡，公务卡、商务卡除外）在
境外线下刷卡消费，每卡每月通过银联清算
网络满6笔且每笔满等值600元人民币，即
可获得银联清算网络当月境外消费总金额
8%的返现奖励。每位持卡人每月最高奖励
600元人民币，活动期间限享2次，活动时
间为即日起至6月30日；持“银联”标识
的龙卡信用卡（卡号62开头，公务卡、商
务卡除外）在欧洲指定国家、美国、澳大利
亚及新西兰线下刷卡消费，累计交易达

50000元人民币还可额外获得1000元人民币返
现奖励，每位持卡人活动期间限享1次；在指
定境外线上商旅平台，使用“Visa”和“万事
达”标识的龙卡信用卡预订机票酒店并在线支
付，每笔返现8%。返现金额每月计算一次，每
位持卡人每卡组织每月限获 50 美元；使用

“JCB”标识的龙卡信用卡在境外线下刷卡消费，
每笔返现8%，若在日本、美国线下刷卡消费，更
可享每笔返现10%。返现金额每月计算一次，每
持卡人每月限获80美元，活动期间限享2次。

活动参与者可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官方微
信关注“龙卡信用卡”，依次点击右下角菜单

“My地盘”和“活动报名”，选择需要报名的
活动，随后输入在建行信用卡系统预留的手机
号及证件号后四位（必须使用主卡手机号及身
份证号），点击立即报名即可参与活动。

玩转世界 热购全球

最高10%，
建行全新境外返现活动火热登场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 最近“冰花男
孩”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对于贫困地
区的孩子来说，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是很难熬

的。为了让孩子们在寒冬里有足够的御寒衣
物，宁波银行吴江高新支行举办了冬衣捐赠
活动，绸都市民只要有闲置的冬衣都可捐赠

到行内的指定捐赠点。
“‘冬衣捐赠，温暖同行——宁波银行

吴江高新支行冬衣捐赠点设立’活动就是通
过与当地媒体合作，在行内设立冬衣捐赠
点。募集时间为2018年一季度，行庆当天
先由我们员工进行冬衣捐赠，举行捐赠点设
立仪式，在一季度开门红后由当地媒体与贫
困地区联系，进行点对点捐赠。通过这样有
意义的活动，让贫困地区的人们感受到我们
银行的一份爱心，当地市民也可通过我们的
捐赠点捐赠冬衣。”宁波银行吴江高新支行
行长徐巍告诉记者。

一件寒冬衣，绵绵手足情。即日起，市
民可前往宁波银行吴江高新支行，将冬衣送
到指定捐赠点，银行会将您的爱心，送给贫
困山区的孩子们。爱心无关多少，衣物无关
贵重，让我们一起手拉手，进行爱的接力；
让我们行动起来，用热情和爱心，让他们的
冬天不再寒冷。

图为宁波银行吴江高新支行员工进行冬
衣捐赠。 （沈佳丽摄）

“衣”往情深 感恩有您

宁波银行吴江高新支行
冬衣捐赠活动温暖进行中

春节将至，又到信用卡消费高峰期。下
面，记者来盘点一下有关信用卡盗刷的常见
套路，并请信用卡专家 “见招拆招”，提醒
持卡人加强用卡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境外刷卡烦恼多

近年来，出境游热度居高不下。由于国
外刷卡通常不需要输入密码，信用卡被盗刷
的可操作性极强；再加上持卡人对当地环境
陌生，语言沟通存在障碍，一旦发生盗卡盗
刷容易乱方寸。

支招：如果刷卡交易过程中遇到POS
机更换、损坏等“突发”情况，务必谨记卡

片不要离开视线范围，谨防被侧录或是被调
包。一旦发现信用卡丢失、盗刷，赶紧拨打
发卡行客服电话挂失或冻结，尽可能减少经
济损失。

网购实惠 隐患也不少

虚假的商品链接，伪造的客服短信，具
有诱惑力的折扣优惠，还有谎称订单失效、
物流繁忙、卡单了、没货了等常见情境都会
成为不法分子乘虚而入的契机，用障眼法套
取买家的信用卡信息，实施盗刷。

支招：不要轻信交易异常、解冻订单
或是系统故障等借口，对方发来的短信、邮
件也要注意辨识真假。如要退换货，认准电
商官方网站、官方APP推送的信息。

随手点赞 信用卡遭殃

全民聊微信、刷朋友圈，殊不知这些社交
习惯也在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比如“帮忙点
赞”的短信因为暗藏木马病毒，一旦点击点赞
链接，激活了病毒，结果不仅个人被盗刷，还
直接操控手机，连累通讯录的朋友自动转发这
条“点赞”短信，形成多米诺效应。

支招：收到点赞、刷票的邀请，最好先和
朋友确认其安全性。如果出现手机、平板电脑
被病毒攻击，尽快联系银行客服，修改关联的
银行卡密码或是采取停卡操作。

共享扫码有风险

不法分子将伪造的二维码覆盖在车身原来的
二维码上，骗取用车的租车费，更有甚者会在支
付过程中截获相应的用户银行卡信息，实行盗
刷。另有些不法分子还会专挑提供二维码支付方
式的实体商家下手，手段与前者一致。

支招：扫码别图快，发现二维码是后期粘贴上
去的，需提高警惕。扫码之后也要注意支付信息的
收款方、金额有没有异样，若出现异常转账或其他
不明链接，千万不要继续操作，以防造成财物损失。

追热点要避坑

一些骗局针对热点时事，很多持卡客户往往
容易放松警惕。比如，因为线上报名热门马拉松
赛事并支付相应的费用，结果出现了信息泄露，
导致信用卡被盗刷。

支招：“追热点”无可厚非，无论是收到
的电话短信，还是手机客户端弹出的提示信
息，但凡涉及到支付信息，持卡人就应该与
相应的官方渠道确认后再进行操作。

民间中介问题频频

不少信用卡中介打出“0审核”“当日提
额”的旗号，暗藏套现、以卡养卡等非常规
手段，更会骗取申请人的身份证、卡号以及
交易密码等关键信息。如果消费者轻信，非
但没有走上捷径反而是误入歧途。

支招：信用卡提额、消费信贷业务应当
通过银行正规渠道办理，日常用卡也应当采
取规范的消费行为，不要轻信现在网络上盛
传的所谓“信用卡攻略”。 （综合）

信用卡盗刷常见的六种套路
持卡人需加强用卡安全意识

★ 浓墨重彩浓墨重彩 ★

时间一点一点在流逝，我们还
没有好好地感受2017年，便要和她
说再见了。挂在墙上的钟，嘀嗒嘀
嗒地响着，慢慢向四周蔓延的钟
声，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响亮。也许
是因为2017年的脚步走得太快，你
还没有准备好告别2017年的礼物，
只是在2017年末画上一个不完整的
句号而已；也许，你还在为没有实
现2017年的梦想，正在唉声叹气；
也许你还在为度过了2017年这个坎
坷的阶段，而感到开心。可是无论如
何，我们都应该正视前方，迎接新的
一年——2018年。

我们回眸 2017 年，展望 2018
年。我想：我国的科技会越来越发
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也会越来
越好，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我国的环境质量、卫生工作也
会越来越好。总而言之，2018年的

祖国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美丽，越
来越富饶。

在以前，河水被污染，小鱼无家
可归。小鱼有一个渺小的愿望，那就
是让河水变得清澈，让生活在河里的
小动物们有一个温馨的家。这是多么
无私的愿望啊，我们应该共同为它们
实现愿望，成为守护它们梦想的使
者。

在新的一年里，我也有许多愿
望，例如：在湛蓝的天空中，鸟儿们
能欢快地歌唱；在街上，再也闻不到

汽车排放的尾气；清澈的小河，再也不
会变得浑浊；街道旁的垃圾桶边，再也
不会有成堆的垃圾；公共场所中，再也
不会有人大声喧哗、乱丢垃圾、随地吐
痰……在此，我希望大家能够携手共治
五水，保护环境。正所谓“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们应该爱护她。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有一个一直没
有实现的梦想，那就是超越解雅琪。解
雅琪不仅是班级第一，同时也是年级第
一哦，所以她是我心中那座遥远的大

山，只有翻越她，才能超越她。可她同
时也是我学习的典范，要知道她的课外
书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且她
还懂得学无止境，她一直发愤图强，在
学习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所
以她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相信，只要我
好好努力，坚持不懈，就一定可以翻越
大山。

展望2018年，我希望祖国能更繁
荣，人民更加安康，小动物能有美丽的
家园。同时，我也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成
绩进步。在新的一年里，我再一次祝福
大家，祝愿大家以前没能实现的梦想，
在2018年都能变成现实。

指导老师：王军
小编点评：作品的构思是巧妙的，

文笔简洁流畅，作者将展望2018年这件
小事描述得有声有色，结尾处不可或缺
的点睛之笔，较好地突现了文章主题。

展望2018
茅塔小学 汪红艳

体育课上，老师让我们进行
扳手腕比赛。

比赛开始了，我们班的学霸
朱周昊信心满满地走了过来。我
不甘示弱，不由自主地伸出了自
己的手，准备迎战！只见朱周昊
咬紧牙关，皱紧眉头，嘴里不
时发出“哎”的声音。我也用
尽吃奶的力气，努力想把对方
扳倒。突然，他像吃了大力丸
一样，用力一压，我的手被重
重地扳倒了，一点力气都使不
出来了！

这时，我们班的女生沈仪卉
跑过来。趁我还没恢复体力，故
意笑着说：“咱俩来比一场吧？”
我心想，你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女
生，就算我用一半的力气也能赢
你，你可真是“鸡蛋碰石头——

不自量力呀！”于是，我爽快地接
受了她的挑战！

我们双手交叉握住，她一上来
就用尽全力，想把我扳倒。我马上
使出全身力气，想扭转局面。眼看
着她快要耗尽力气支撑不下去的时
候，突然，她向我做了个鬼脸。我
被她逗笑了，整个人松懈下来。她
把握时机，用力一按，居然把我扳
倒了！

虽然两局比赛我都以失败告
终，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
论做任何事，都要全力以赴，不能
自高自大，高估自己。

指导老师：张华英
小编点评：全文语言生动，情

节精彩，仿佛将读者带进了开心乐
园，令人眉开眼笑。全文通俗易
懂，趣味性强。

扳手腕
南麻小学 王笑尘

每当看见小朋友在水中游泳
嬉戏时，我真想跳下去和他们一
起游，但因胆怯，我都没学会游
泳。今年假期，我终于鼓起勇
气，让妈妈帮我报了一个游泳
班。

吃完晚饭，我便拉着妈妈一
起去游泳馆。来到游泳馆，我先
去换一身漂亮的游泳装，戴上了
粉红色的泳镜。来到泳池前，只
见泳池的水清澈见底，但人很
多，足有三十人。小朋友们在水
中嬉戏，有的像美人鱼一样潜入

“海底”，还有的像小鱼一样自由
自在地游来游去……

我到教练那儿去报到，教练
就先教我在水里怎样踢腿。在教
练的指导下，我把脚抬上来，保
持不动。把脚尖往后靠，飞速地
向两边一蹬，最后收回来。我又
照这样练了三十回，好不容易做
完了，累得满头大汗。

接着，教练便带着“一条小
金鱼”下水了。这时，我就不由

得紧张起来。我用脚轻轻地碰了一
下水，水好凉。没事儿，冷一点，
就忍忍吧，只要能学会游泳，我拼
了！我自我安慰着，慢慢下了水。

教练先让我学习憋气和漂浮。
我看着教练的示范，也模仿了起
来。先深吸一口气，把头钻进水
里，可是，水一个劲地往我鼻子里
钻。我终于忍不住了，立马钻出
水面。我调整好了状态，又把头
钻进了水里，但只憋了13秒，教
练让我再练练。我就一直练，虽
然经历了多次的失败，但“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最后学会了漂浮和
憋气。

时间过得真快，下课了，我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游池。我相信，只
要坚持不懈，我就一定会成功！

指导老师：张华英
小编点评：本文将学游泳过程

写得具体明晰，条理清楚。作者在
叙事的同时，加入了恰当的心理描
写，充分表达了对学会游泳的坚
持。

第一次学游泳
南麻小学 钱宇璐

盛泽位于江苏吴江区南端。三国时，
东吴赤乌三年，吴国大司马司马盛斌在此
屯兵结寨，后人称之为盛寨，后因西濒大
水，寨又改为泽，并沿用至今。

盛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丝绸纺织重
镇，这里的丝绸已有3000余年历史。早
在明清时期就有织机近万台，在当时就以
发达的丝绸织造和繁荣的丝绸贸易而闻名
遐迩，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中国四
大绸都。

如今，鳞次栉比的绸庄店面见证着花
园街历史街区的古往今来。始建于1840
年，被当地人用来供奉蚕花娘娘嫘祖的先
蚕祠，香火越加旺盛。我相信人们是永远
也忘不了蚕花娘娘嫘祖的：她忘却了自己
的身份，亲自带领贫苦的人们种桑养蚕，
摆脱了困苦的生活，并引领了养蚕热潮，
为以后丝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科技的发展，盛泽纺织业为了产
业升级如今已转型。

据悉，国际上的织布方式分为梭织和
针织两种。盛泽纺织业主要是梭织，依靠
喷水和喷气织机，而针织经编则依靠大圆
机和横机，优点是没有污染。因此，盛泽
纺织业要从梭织转为针织。同时，盛泽发
展针织经编也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一是
化纤产量大，龙头企业恒力、盛虹等是强
力后盾；二是产业链完美，相关产品生产
交易更便捷。

纺织业不是夕阳产业、落后产业，它是传
统支柱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转型不是为了削
弱纺织业，而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和提档升级，
做优产品，做强产业。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最
有效的方式就是压缩传统喷水织机规模，将产
能拓展到新的领域——针织和经编。

纺织业从梭织到针织经编，不光是为了
产业提升，更是为了保护环境，永续发展。

纺织业和环保密切相关，盛泽这两年花
了大力气来改善环境，效果十分显著，但离
百姓的期盼还有一定的距离。

环境就是民生，水清就是美丽，天蓝也
是幸福。环保将成为盛泽未来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

除了工业经济，盛泽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弘
扬丝绸文化，高起点推进丝绸文化旅游的发
展。在人们看来，集丝绸古镇、纺织名域、面料
之都于一身的盛泽不缺优质旅游资源，缺的只
是如何串联并放大这些资源的方式。

盛泽通过把老街的店面、先蚕祠、东方
纺织城、宋锦文化园、丝博园等串联，再结
合乡村苏式风貌、农业生态观光等资源，打
造了具有盛泽特色的全域旅游，真正展现中
国丝绸第一镇的魅力。

科技的创新，就是绸都的创新；科技的发
展，就是绸都的发展；科技的未来，就是绸都的
未来。科技推动盛泽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
展，综合竞争力更优，群众幸福感更强！

指导老师：朱阜生
小编点评：作者细致梳理了从古到今盛

泽丝绸纺织产业发展的脉络，得到了科技发
展是绸都纺织未来发展方向的结论。作者通
过学习，了解了纺织产业对于盛泽方方面面
发展的带动作用，阐述了盛泽纺织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

绸都的发展
盛泽中学 陆振依

作品：好久不见
作者：沈佳栎（盛泽小学）
类型：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