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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现陌生QQ号

及时撤销交易

黄秋葵价比肉贵
引进种植助增收

账号安全应注意

□ 通讯员 石方明

久伴母亲病榻前的孝子
顾汉新悉心照料母亲报答养育之恩——

□ 记者 吴雄

请保护好网购账号安全
近日，李先生发现自己的淘宝账号被盗，被人用来发布虚假信息，他提醒广大网购者——

□ 记者 吴雄

本报讯 日前，上海云锯林艺术团
来到长兴镇文广站，给长兴观众带来
一场别开生面的锯琴专场演出。

锯琴是一种无管、无固定音阶定
位的乐器，演奏者将锯琴弯成不同的
弧度，并用弓在相应的部位拉动而产
生声音。它的音色融合了中国古代器
乐所具有的空灵、虚幻、缥缈的特点。

长兴岛的老百姓对锯子都很熟
悉，但是用锯子当作乐器却很少有人
知晓。大多数人不相信也没有想到过
用大锯也能拉出美妙的音乐，所以纷
纷前来一睹锯琴的“奥妙”。演出在锯
琴合奏《我的祖国》中拉开帷幕，接下
来口琴、二胡、拉哨、古筝、小提琴等乐
器表演纷纷亮相，老百姓们看得津津
有味，连呼过瘾。

整场演出约 2 小时，观众人数达
300 余人，群众感慨：“文化事业发展
很迅速，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
丰富，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本报讯 7 月 11 日起，“推进平安
建设 构建和谐社区”——2014 年庙
镇“舞文传法”文艺节目下村巡演启
动。此次巡演由该镇芬芳艺术团根据
庙镇实际，经过构思加工，原创产生。
节目均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唱、小
品、舞蹈、韵白故事表演、沪剧小戏等
形式讲述邪教、犯罪、赌博、吸毒对个
人、家庭以及社会造成的不可弥补的
危害，并将拆违止违、党风廉政建设现
状通过艺术展现形式让更多人知晓。

本次巡演将覆盖全镇 31 个村居，
让全镇百姓在观看文艺演出的同时接
受全民普法教育，维护自身安全，共建
美好家园。

□ 通讯员 沈士兰

本报讯 黄秋葵是一种原产于非
洲的草本植物，具有保健、补肾、美容
养颜等药用价值，在市场上价格高、销
路好。3 年前，崇明享农蔬果专业合
作社的朱振拢将这一特色品种引入崇
明，目前长势良好，产量稳定。

眼下，享农蔬果合作社里的黄秋
葵已经进入盛产期，每天可以采收
300 公斤应市，各大市场、超市竞相预
订供不应求。老朱向记者介绍，黄秋
葵喜暖怕冷，15℃左右种子可以发芽，
气温达到 25~30℃才会开花结果，因
此在崇明种植黄秋葵，一到秋冬季节，
都要通过套棚技术为其保温。

黄秋葵开出的花像棉花，结出的
果像辣椒，3 年前，老朱将黄秋葵引入
崇明种植时，周边农户都觉得很新鲜：

“从来没见过，感到很稀奇。”
经过 3 年种植研究，现在老朱已

将黄秋葵种植面积扩展到室外，并增
种了红秋葵。黄秋葵保健价值高、营
养好，近年来深受市民喜爱。朱振拢
说，秋葵对切后用开水过一下，不超过
1 分钟，用酱油、麻油拌一下，喜欢辣
的加点辣油，味道很好，另一种吃法是
切开后放到油锅里炸，用盐蘸着吃。

由于市场需求量大，种植面积少，
现在黄秋葵的市场价为 15-18 元/斤，
小小蔬菜价格赛过肉价。

□ 记者 朱卓君

庙镇“舞文传法”巡演启动

□ 通讯员 龚卫星 陈丹丹

贴近百姓 建起“连心桥”

关注民生 为群众解惑

竖新好人 弘扬新风尚

竖新镇：“小”广播发挥“大”作用
文艺普法进村
群众喜闻乐见

上海云锯林艺术团
赴长兴岛演出

锯琴演奏让
观众一饱耳福

“王家好婆昨天又在外面走了一
整天，要找个患有痴呆的老人不容易，
多亏了镇文广站及时播出了寻人启
事，很快就有好心人把好婆送了回
来。”竖新镇春风村几个村民说，没想
到，“小”广播的用处还真大。

农村广播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
联系的纽带，自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以来，竖新镇文广站求真
务实、转变作风，充分发挥农村广播作
用，热情服务群众。

竖新镇文广站注重发挥广播的
“连心桥”作用，开设《学习贯彻十八
大》、《践行群众路线》、《乐活竖新》等
栏目，宣传党委、政府工作动态以及跟
群众息息相关的信息，变着法子“迎
合”群众口味，让村民了解国家大事，

知晓全镇工作。
惠民村的沈老伯是个老党员，平

时关心国家大事，热衷于参加镇、村组
织的各类活动。他说，自己是竖新镇
广播自办节目的忠实听众，因为节目
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贴近生活，让老
百姓知道政府都在做些什么，自己镇
的发展状况等等，十分方便。

为了让自办节目更加贴近实际、
吸引听众，竖新镇文广站邀请镇有关
部门、各条线的专业人员，以对话的
方式，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让听
众更直接地了解惠民政策。今年 3
月初，开设《民生政策》、《法制时间》
等栏目，《村书记谈创建》、《我眼中的
美丽乡村》、《践行群众路线谈心得》
等具有竖新特色的专题栏目，受到听
众好评。

竖新镇群众反映，到镇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办事存在交通不便、不熟悉
业务办理程序的情况，镇文广站便联
合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专题开放农村
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外来人口、
医疗救助等民生内容，连续播出 1 个
月。为把政策讲清、讲明，在撰稿过程
中，尽可能运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对农
村养老保险办理、养老金的领取条件、
各类人员社保卡办理程序、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投保等政策进行了详细
解读，逐条说明须带材料、办理要求、
相关政策等。节目播出后，村民百姓
反响热烈。

2014 年 5 月 30 日一早，一封来自
新河镇施姓村民的感谢信出现在镇
文广站编播人员的办公桌上，内容是
感谢竖新镇东新村后备干部施李辉
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事。镇文广站
当天编播，弘扬了社会新风尚。自镇

文广站开设《凡人善举》栏目以来，受
到全镇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同时，经
常收到基层群众发来的好人好事，令
人感动。

“人间自有真情，好人就在身边。”
镇文广站结合镇党委开展的“竖新好
人”评选活动，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在采编、撰稿过程中，坚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普通百姓中发现

“美丽竖新人”，挖掘“田间地头”的美
德，努力把人心向善的价值追求内化
为竖新人的坚定信念，用身边村（居）
民的感人故事、榜样人物，来传颂美
德，传播新风尚，使广播自办节目更加
接地气，为竖新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和
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竖新镇文广站切实让“小”广播发
挥“大”作用，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联
系村民桥梁、弘扬社会正能量、唱好农
村四季歌的基础上，突出民生精品节
目的打造，使节目贴近群众，真实反映
群众心声，收到一定实效。

最近，市民李先生致电本报反
映，他的淘宝账号出现了一些“奇
怪”的交易记录。原来，李先生的账
号仅用来网络购物，不曾用来“卖东
西”，但李先生在查询交易记录时，
却显示有“销售中的宝贝”。他担
心，自己的账号是否被盗？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从未在网
上发布过销售商品的信息，自己的
淘宝账号也仅在家里上网时才登
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异常。
事后，李先生咨询淘宝客服得知，他
的账号应该是被盗后，被人“上传”
了销售商品的信息。

根据李先生提供的信息，记者
登陆淘宝网后看到，李先生“卖”的
是一台二手相机，标价 5000 多元。
但可疑的是，在物品说明中并未要

求使用默认联系方式，而是特意留下
了一个 QQ 号，并表示“有诚意要的朋
友请 QQ 联系”。也就是说，一旦有人
想购买该物品，不法分子完全可以

“绕”过李先生骗取钱财，让李先生的
淘宝账号成为不法分子的“广告牌”。

账号产生异常的当天，李先生特
意查看了交易记录，令他吃惊的是，还
真有人买。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账
号显示，共有两笔交易进行，但买家还
未付款。于是，李先生立即关闭了交
易，以免买家上当受骗。“要不是查了
下买卖信息，我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
账号已被人盗用了。”

记者咨询淘宝客服，客服表示，如
果交易未成功，并不会给李先生带来
麻烦，但如果交易成功，可能会对账号
拥有者造成负面影响。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市民表示，
自己的淘宝账号并没有进行过“开网
店”等相关操作，不会发生这样的情
况。但记者了解到，其实淘宝账号不

开店，一样可以“卖东西”。为此，希望
广大拥有网购账号的市民，不妨多关
注下自己的账号，防止被“隐藏的黑
手”所利用。

李先生切身体会到，网购账号被
盗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他咨询了
有关网购账号防盗的措施，并建议广
大市民在登陆相关账号时，最好通过

软键盘输入密码；同时采取安装数
字证书，绑定手机、邮箱，设置安全
保护问题等保护方式，有效减少盗
号发生的几率；在上网过程中，不点
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浏览不明
网页，不使用不明软件，尤其不能在
聊天时随意透露个人、单位和账户
等信息。

“姆妈，儿子来了。”每天早上，在
竖新镇嘉龙养老院，总会有这样一名
男子，来到82岁老人龚秀芳的床前，
为她按摩。等养老院开始早餐了，他
便和老人道别后离开。这名男子正
是老人的儿子顾汉新。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顾汉新的举动在养老院引来不
少关注。“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一早就
来，这样的儿子，真孝顺。”护工管理员
陆彩英说。

2010 年，龚秀芳因患糖尿病引起
并发症，不得不截去了一条腿，在医院
待了近半年后，住进了嘉龙养老院。从
此，顾汉新每天早上来到母亲床前，为
她拍打按摩。他说，能每天看看老母
亲，为她做些什么，对一个儿子来说，是
一件幸福的事。

顾汉新说，母亲龚秀芳辛苦了一
辈子，对子女的关怀无微不至，正当一

家子开开心心，让老人享福之际，龚秀
芳被确诊患糖尿病，又因糖尿病发引
起脉管炎。医生征求龚秀芳子女的意
见：最好截肢，这样能保住性命；如采
取保守治疗，则可能产生无法估计的
后果。“要让妈妈活下来。”龚秀芳的子
女一致决定。但这样一个决定也让子
女们背上了不小的“压力”。

一些不知情的人并不认可子女们
的这个选择，一度有“流言蜚语”传到顾
汉新的耳朵里，但他并没有埋怨，只是
一心照顾好卧床的母亲。

出院后，医生建议顾汉新帮助行动

不便的老人多做锻炼，因为老人已经
失去了一条腿，再缺乏锻炼会导致肌
肉萎缩，另一条腿也有可能出现状
况。于是老人住进养老院后，顾汉新
每天早上来到母亲床前帮她锻炼。
抬腿、伸腿，再给母亲按摩，待一切做
完后，再赶去公司上班。

龚秀芳年事已高，头脑无法时刻
保持清醒。顾汉新在为母亲做完按
摩后，总会靠到母亲耳边，告知一声
后再走。碰上哪天老人此时正好清
醒，回一声“儿子”或是应一声，顾汉
新都会高兴上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