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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惨了，
老太太怒起反诈
一 夜 间 被 骗 走 100 万
元，你会怎么办？山东济南
的赵银光选择成立志愿者宣
传团，现身讲法，让其他人不
再受骗。几年来，宣传团成
员走街串巷，义务宣传防范
非法集资等金融诈骗的知
识，
受益人数达两三百万。
落入狡猾圈套被骗 100 万元
赵银光今年 80 岁，退休
前曾担任中国轻骑集团下属
服装厂厂长。她之所以成为
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员，是
因为一段辛酸的经历。
那是 2017 年初，有人向
她介绍高息理财项目，
说是年
收益高达 30%—50%，没任
何风险。对此，
赵银光将信将
疑。但那家公司的业务员非
常狡猾，
借邀请她听投资理财
课的幌子接触到她和一批老
年朋友，还邀请她们吃饭交
流。赵银光和朋友们喜欢唱
歌跳舞，业务员就投其所好，
买来演出服赠送给她们。渐
渐地，赵银光和朋友们放松

了警惕，业务员趁机向她们
推介高息理财产品。赵银光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先买了
三五万元理财产品。很快，
第一笔投资收益打到了她的
账户上。这让她彻底放下戒
心，投资本金从三四十万元
追加到六七十万元，最后竟
然投了 100 万元。谁想到，
这时候那家公司突然停止了
支付收益，业务员跑了路，公
司悄悄关了门。
赵银光和一大批老人一
夜之间血本无归，这个打击
实在太沉重了，她甚至产生
了轻生的念头。
成立志愿宣传团现身说法
就在赵银光万念俱灰的
时候，济南市金融办来社区
讲课，讲解防范打击非法集
资的知识和典型案例。赵银
光终于醒悟，
“才知道自己是
中了非法集资的套路”
。
醒悟过来后，赵银光首
先想到自己绝不再参与非法
集资了，
“利润再高也绝不相

信 ，只 有 正 规 机 构 的 才 靠
谱”。同时，不愿其他人再被
骗，她现身说法，把自己的惨
痛经历告诉了更多人，尤其
是老年朋友。为了扩大影
响，2017 年 5 月，她带领 150
多位退休老人在济南市金融
办的指导下，组成了泉城金
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赵银
光介绍，经过 4 年发展，宣传
团已有 300 余人，成员平均
年龄 63 岁，
年龄最大的 80 多
岁。团队还有个特点，那就
是约三分之一的人曾是受害
者。正因如此，在义务宣传
的过程中，大家更能运用“身
边事”
教育
“身边人”
。

还收集归纳了十余条宣传标
语，都非常深入人心。71 岁
的王雪红从教师岗位退休
后，成为宣传团副团长并兼
任演出团团长。她们把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被骗经历编成
三句半、快板、相声等，用表
演的形式宣传反诈知识，收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赵银光介绍，如今，团队
还借助各种新手段服务更多
的老人。团队申请了微信公
众号，用新媒体宣传防范打
击非法集资知识。而宣传团
每到一个社区搞一场活动，
都能在那里发展一批新的志
愿者。如今，在济南 70 多个
社区都能看到泉城金融卫士
搞一场活动发展一批志愿者
志愿者宣传团的身影。
更多老年朋友的加入，
这些年，宣传团共组织
也丰富了宣传团的宣传方法 各类宣传活动 500 余场次，
和形式。79 岁的靖立森担当 现场劝阻 200 余人退出非法
“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 集资，发现并举报 10 多个涉
讲任务，他认真学习金融知 嫌 非 法 集 资 的 金 融 诈 骗 窝
识，写出了五分钟、八分钟、 点，许多老人因为她们的宣
二十分钟不等的多个宣讲时 传劝导而免于家破财空。
（本
限和不同重点内容的讲稿， 报记者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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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国文明城市为啥被
“撸”
2021 年 7 月 19 日，中央
文 明 办 印 发 通 知 明 确 ，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恢复南
宁市全国文明城市资格。据
悉，
7 月 6 日至 7 日，
中央文明
办复查组对南宁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整改提升工作进行
复查考核。复查组认为，南
宁市经过一年的整改努力，
城市环境面貌和群众生活质
量明显改善，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发展明显提升，文明

咔嚓一下

城市创建工作发生了可喜变
化，为推进南宁市高质量发
展凝聚了精神力量、提供了
良好氛围、
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
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
荣誉称号，
是目前国内城市综
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但
这项最高荣誉并非永久的，
城
市治理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
停止资格。此前，
根据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有关规定，
南宁市

因 2019 年测评成绩落后，从
2020年6月4日起至2021年
6月4日被停止全国文明城市
资 格 一 年 ，因 此 也 未 列 入
2020 年 11 月公布的前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确认名单。
近年来，宁夏银川、黑龙
江哈尔滨、江西南昌、吉林长
春都曾被停止过“全国文明
城市”资格（均已恢复）。银
川市 2018 年测评成绩未达
到 70 分，被停止全国文明城

市资格一年；哈尔滨市 2018
年发生“8·25”重大火灾事
故，被中央文明办从 2019 年
1 月起停止“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南昌市 2017 年 2
月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当年
10 月起被停止“全国文明城
市”资格；长春市因 2018 年
的“长生疫苗”事件被中央文
明办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
（摘 编 自《南 宁 日
报》、
澎湃新闻）

十多年来画几百幅板报
了板报色彩更加艳丽，
他将广告色用
于黑板报中。18 年来，他画了几百
幅板报，光颜料就用了近一百桶，毛
笔更是数不清。崔伯艺画的板报不
仅美观漂亮，而且紧密结合时代需
求，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一
件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大事，
宣传政
府的惠民政策，关注社会热点时事。
来往的居民每每看到他的板报，
都交
口称赞。
（文、
图/吴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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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区域医疗中心
加快布局
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金贤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 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加
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建
设，由试点向面上推进，实现
“大病不出省”
的目标。金贤东
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
部门以省为单位网格化建设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支持各地建
设 120 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引导省会城市和超（特）大
城市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
向省域内医疗资源薄弱地区输
出。
（摘编自《北京商报》
）

北京拟为独居老人
装应急呼叫装置
日前，
北京市民政局牵头起
草了《关于面向居家养老基本养
老服务对象开展应急呼叫服务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其
中提出，北京拟于 2021 年，完
成为全市经济困难的80岁及以
上独居老年人安装应急呼叫装
置，
提供应急呼叫服务，
实现为
经济困难、
高龄且独居老年人应
装尽装。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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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85 岁的崔伯艺耗费 5 个多
月，完成了主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板报墙。从 1921
年嘉兴南湖上一条飘摇的小小红船，
到 2021 年世界东方一艘巍巍巨轮，
百年征程的波澜壮阔，
百年大党的风
华正茂，
都被崔伯艺的巧手浓缩到这
幅小小的板报里。
作为一位板报
“高人”
，
崔伯艺主
动承担着社区的宣传板报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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