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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筑起反诈骗“防火墙”
首个
“
中国人民警察节”本报小记者听警察叔叔讲解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万清云 周西月 文 魏勇剑 图 今
年 1 月 10 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 也是 110 报警服务台诞生
35 周年。 为了提高小记者们的反诈
骗意识，10 日下午南昌晚报小记者
营邀请南昌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
心反诈预警导调大队长陶江江做
客南昌晚报，给小记者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反诈骗课。

小记者聆听主播现场指导

这节解说课来得真及时

现场实例讲解4种诈骗形式
陶警官首先讲解了电信诈骗
的起源， 从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过
的诈骗， 到 2008 年福建高发的各
类骗局，都通过实例进行了讲解。
随后，陶警官讲解了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工作的背景以及反诈预
警劝阻机制的流程。“
2020 年 4 月
24 日 10 时许， 情指中心值班民警
接到公安部反诈预警平台推送的
一条预警警情，一名刘姓男子疑似
被平台投资类诈骗分子盯上，很可
能被诈骗……”陶警官用实例讲解
了一个杀猪盘类诈骗的案例以及
预警劝阻过程遇到的问题，因为预
警对象已被深度洗脑等原因，警方
采取了面对面劝阻、联系其家人协
助劝阻和银行止付劝阻等方式。 随
后，陶警官详细用实例讲解了冒充
熟人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 4 种
诈骗的形式和特点。
“有些诈骗嫌疑人会以学生家
长的身份混入家长群，之前一直不
显山露水，到了关键时刻就盗用教
师的头像，在老师上课的时间段以
收取资料费等方式，向群里的家长
收取费用。 ”陶警官表示，目前电信
网络诈骗的形式层出不穷，大家在
付款前都要谨慎。

立志可提高孩子的
反诈骗意识
在活动的第二阶段，陶警官开
启了互动环节，通过问答加深小记
者对反诈骗知识的印象。 孩子们都

踊跃举手回答问题，并且获得了陶
警官送上的小礼品。
“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好情绪
中，生活中难免有挫折、烦恼和负
面情绪。 那么，应该怎样应对自己
的负面情绪呢？ ”话题一转，陶警
官向孩子们提出了新问题， 小记
者们也纷纷说出了平常应对困难
的方法。
陶警官通过国学中的许多名
言告诉小记者立志的重要性，希望
孩子们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少
年。“
我会通过学习让自己成长，长
大了要为国家作贡献。 ”小记者祉
澄说出了自己的志向，赢得了大家
的一片掌声，其他小记者也纷纷说
出了自己的志向。
“诈骗的形式会根据社会发展
而变化， 要提前让孩子有这个意
识。 ”活动结束后，陶警官告诉记
者，后面讲的爱惜自身和立志等内
容，看似和反诈骗关系不大，其实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诈骗本质上是
用利益为陷阱，如果让孩子从小培
养责任感、爱惜自己，就能树立正

确的价值导向，不会为了蝇头小利
而上当受骗。

小记者们认真听讲
收获满满
在活动现场，小记者都在认真
听讲并做笔记，把采访本记得满满
当当，很多小记者还向陶警官提出
问题。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云帆强烈
要求和陶警官合影，因为他从小就
崇拜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小记者云
叶则表示这堂课让他收获满满，以
后要把这些内容告诉同学们。
小记者家长黄女士说，电信网
络诈骗已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孩子们应该从小了解这些骗局，加
强防范。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不会是诈
骗的对象，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
孩子都知道怎么用家长的手机进
行支付。 ”小记者家长葛先生说，学
生目前被诈骗的案例虽然少，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学习反诈骗知识应
该越早越好。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
记者 万清云 周西月 文 魏勇
这前面一句中的‘滕王
剑 图“
阁’已经加重了，那么下面这句
滕王阁’应该怎么处理？”
里的‘
为了让小记者们学习解说技
能，1 月 7 日晚，南昌晚报主播
吴小鱼给小记者们上了一堂解
说课。
为保护和传承南昌非物质
文化遗产，推动“滕王阁传说”
项目的保护利用， 打造南昌非
遗活动品牌， 由南昌市文广新
旅局和南昌日报社主办、 南昌
市文化馆承办的南昌市首届
“
我是非遗小小讲解员”公益大
赛于 2020 年年底启动。 很多
小记者家长都非常感兴趣，希
望孩子能够参与并得到锻炼，
南昌晚报小记者营也组织小记
者参与报名。
在报名过程中， 很多家长
表示孩子虽然希望参加比赛，

但对非遗的相关内容不熟悉，
而且没有学过解说。 部分家长
把用于参赛的视频发送给本报
小记者营， 希望得到指导。 为
此， 本报小记者营邀请主播吴
小鱼给孩子们讲一堂解说技巧
入门课。
活动中， 吴小鱼给孩子们
讲解了解说的入门技法， 包括
如何提高和降低语调以及面部
表情如何展现解说人的表现欲
等。 小记者单梓程和陈杨炎昊
分别准备了讲稿《滕王阁传说》
和《塘南贺郎歌》，并在现场进
行了解说。
吴小鱼对两位小记者的表
现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并且帮
助他们在讲稿上标准了语调。
当两位小记者重新解说时，效
果得到了巨大提升。
活动最后， 吴小鱼向大家
讲解了训练解说能力日常需要
注意的事项。

快来晒出你的“最牛”祝福语
本报牛年祝福语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优秀作品将刊登在报纸上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
记者 万清云 周西月 春节即
将来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一句祝福的话语有着别样
的意义。 为了体现浓厚的年
味，同时让中小学生更多地理
解和延续中国传统风俗，本报
开展了牛年“最牛”祝福语征
集活动。 截至目前，已经有很
多学生投稿，征集活动将继续
进行。
“你们以我为骄傲，我长
大了以后一样会用爱回报你
们——
—给爸爸 妈 妈 ”“我 一 定
会好好学习，再也不会偷偷玩

主管主办：南昌日报社

—致妈妈”
游戏惹你生气了——
“每次想懒惰的时候我都会想
起你额头爬满的皱纹，我希望
新的一年您更健康，也希望我
快快长 大 为 您 分 担 ——
—致 辛
劳全年的父亲”“你对我们特
别严格，但我能感受到你的期
望——
—致班主任” ……目前，
南昌晚报小记者营已经收到
众多祝福语，大部分是给家长
和老师的。 希望同学们继续踊
跃投稿，选出的优秀祝福语和
作者将刊登在《南昌晚报》上，
通过报纸将这份祝福进行展
示和送达。

地址：南昌市丰和北大道269号

2021 年新春祝福语征集活动
内容要求：
1. 围绕 2020 年鼠年结束、
2021 年牛年开端的生肖特点，
体现新年喜气和南昌风俗特色；
2.内容可以是表达对老师、
父母长辈、亲人、朋友、同学的祝
愿，也可以是对自己新一年的祝
愿或者期望；
3.作品要求短小精炼，字数
控制在 30 字以内， 可以是简单
的句子，温暖真情、积极向上，其
中最好包含被祝福人的个性化
内容。
征集对象：
1.南昌市所有小学生

邮政编码：330038

2. 南昌晚报小记者营所有
在营学员
报名方式：
投稿时间： 即日起至 1 月
20 日
咨 询 电 话 ：13979111900
吕老师（微信同号）
投稿方式：
1.社会投稿方式：邮箱投稿
为 ncwbxjz@163.com；
2.南昌晚报小记者投稿：用
文档直接发送到所在活动微信
群里。
注意事项：
1.投稿请填写作者姓名、所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601004000040

在学校、家长联系方式及对被祝
福人的称呼；
2. 了解活动进展可以关注
“
阳光少年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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