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06 达州圈
2019 年 5 月 10 日 编辑：蒲 骄

女子轻信网络炒外汇 15 万元“打水漂”
女子
轻信微信
网友，被
骗 15 万
余元。
高收益、低风险、外汇套利、
稳赚不赔……当有人这样鼓动
你“投资”，你要当心了。 达城市
民周女士原本是通过平台发布
售房信息，没想到这条信息很快
便引起了一名网友的关注，两人
互加好友后，周女士被网友朋友
圈发布的赚钱方式所吸引，结果
一步步陷入困局。
日前，周女士通过某网络平
台，发布了一则卖房信息。 一名
网友留言表示对周女士发布的
房屋信息十分感兴趣，让周女士
添加他的微信详谈，当周女士介
绍完房屋的信息后，对方说在外
出差，回来之后再联系看房。 此
后，周女士发现对方的朋友圈经
常发布一些赚钱的消息。 抱着好
奇心的周女士经过询问之后，决
定试一试。
微友给周女士介绍了套利
的方法， 以及怎样收取佣金，并
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让周女士下
载 了 一 个 名 叫 福 汇 的 APP 软

件。 周女士通过网络查询，证实
了这款福汇 APP 软件， 可以进
行外汇交易。 随后， 周女士在
QQ 上与添加的程序员进行语
音通话，并按照程序员要求的方
式，一步步进行操作。 经过 40 分
钟的操作后， 让周女士没想到，
账户上原本 5 万元的数字变成
了 537755 元。 当程序员告诉她，
这笔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时，周
女士兴奋不已。
周女士以为这笔钱能够立
马提现到银行卡里，于是她输入
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当她点击确
认之后，系统却显示，银行卡信
息出现错误， 需要与客服联系。
周女士咨询客服后， 对方告诉
他，提交的资料信息错误，银行
卡中的 6 和 9 的位置写反了，需
要缴纳提现额的百分之二十作
为保证金，才能修改信息，再次
提现。 周女士顿时懵了，她在微
信上咨询微友，对方表示，其他
客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都能正常提现，让她尽快缴
纳保证金进行提现。
周女士被告知还需要缴纳
53775 元， 才能更改初始数据，
不然就无法提现。 随后，周女士
又汇款五万余元。 信以为真的周
女士给对方汇款共 103775 元，
还剩百分之十的保证金没有缴
纳，周女士抱着侥幸的心理四处
筹钱。 后来，周女士第三次给对
方汇款， 将余下的 53775 元交
清，周女士原以为交清这笔钱后
就能提现，但事情并没有她想象
的那么简单。
周女士再次提现时，却发现
信誉分不足，仅有 80 分。 当她再
次联系客户之后，又告知她必须
再次转入 47900 元钱，将信誉分
提升至 100。 后知后觉的周女士
仔细回想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她
觉得微友，QQ 上的程序员，福
汇 APP 上的客服， 他们很可能
就是一个作案团体。
最终，周女士共汇款 157750
元，但是全部都没有提现。 周女
士觉得自己的钱打了水漂。
网络诈骗花样越来越多，但
这类网络诈骗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利用暴利的方式诱导从而
让受害人步入陷阱，大家一定要
谨记，一旦提到钱的事，就要提
高警惕，切记“不透露、不轻信、
不转账”。
（杨旭 玉龙）

惊！ 天上掉拖把 轿车受了“伤”
达川
区南滨路
一把拖把
从 天 而
降， 砸坏
轿车。
高空抛物的新闻屡见不鲜，
本报也报道了多次。 近日，在达
川区南滨路附近做汽配生意的
李先生爱车被一把从天而降的
拖把砸坏了。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李先生
刚把车停在门市门口整理货物
时， 一把从天而降的拖把砸到
了他的车上。 当时，李先生正在
门市内，突然他听到一声巨响。
李先生出来查看， 一把拖把从
天而降砸到了自己的爱车上，

将车子后挡风玻璃和车顶砸
烂。 据李先生介绍，砸下来的拖
把是湿的。 他猜测，拖把可能是
刚使用完，准备晾在阳台上，不
小心掉落下来。 但李先生等了
很久， 也不见拖把的主人前来
认领。 尽管爱车被砸，但是李先
生又觉得十分万幸， 这把坠落
的拖把掉下来时没有伤到人。
目前， 李先生已经将车开到 4S
店进行维修。 李先生说，这辆车
是他三年前购买的， 目的是为

了送货和代步， 但现在却无车
可用， 确实给自己的生活和生
意带来了不便。 最后，李先生想
提醒大家， 每个人都要提高自
己的公德心，不往楼下扔东西，
尽量不要把物品挂在屋外。
李先生的心声也正是我们
想要呼吁的，杜绝高空抛物的同
时，也要防止高空掉物，毕竟，无
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砸
到人之后，后果不堪设想。
（成芳 冉鹏）

为着力解决“高分低
能、训练全能、实战弱能”的
理 论—训 练—实 战 脱 节 问
题，达川区人民医院护理部
以病人需求为导向， 以训
强、训实、训精为目标，狠抓
训练效能，探索出一条新的
护士培训之路。
培育新时代的奉献精
神。 如何培养年轻护士甘于
寂寞、 吃苦耐劳的奉献精
神， 是护理管理者的新问
题。“
人无德不立，作为一名
医护工作者，如果没有大爱
情怀和博爱胸怀，即使有再
优异的学识和技能，都不是
一名优秀的、令病人满意的
护士。 ”该院护理主任李培
彦介绍，“我们通过各种学
习机会，增加对不良案例思
想追踪分析，将思想问题作
为导向， 以身边的先进人
物、典型事迹激励和引导年
轻护士价值取向，让大家认识到我们
来自谁，我们为了谁，我们依靠谁，从
而更自动自发地学习、 培训和工作，
倡导做一名有温度的护士。 ”
注入实战化的训练内容。 一切以
实战为目标， 突出实战化效能练兵。
“
我们改变以往一锅端、集团式、突击
式的培训为各科室护理教学组长小
规模培训， 引导各科室病人需要什
么，护士就训练什么。 随着专科的细
分， 科室与科室间的差异性越来越
高，如果还按照传统的训练方式进行
教科式培训，很难培养做各科需要的
护士。 ”护理部主任李培彦告诉笔者。
植入多样化的考核机制。“
不以
冰冷、死板的模具为考核平台，以病
人的需求为考核内容， 过关与否，病
人也有发言权。 ”达川区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蒲琴是具体实施考核负
责人。“
我们变考生跑路为考官跑路。
考核前，各科室护理教学组长提前预
约申请，考核小组收到申请后，直接
到临床病房去现场考核。 凡合格率低
于 60%的科室，该科教学组长在下一
季度要陪同参考。 我们认为，通过这
种现场实时考核，由于病人的不确定
性、病情的不稳定性，极大地考验了
护士的操作能力、实战技能和心理素
质， 同时也促进了科室团结友爱、共
（黄跃军）
同进步的团队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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