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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备受
关注的“2017 百佳幼儿园”

“2017百佳园长”评选活动正
式启动。该活动由大河报社
主办，评选组委会制定了严格
的评选标准，幼教行业知名专
家点评、网络投票以及记者实
地入园核查等环节组成。该
评选活动为大河报举办的第
二届评选，2017年大河报社成
功举办了第一届评选。

大河报幼教板块负责人
就目前我国幼教事业的大好
形势进行了政策分析，并根据
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迅猛突起，针对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河南省的幼儿园建设
相对滞后提出了大胆设想。大
河报利用自身媒体在社会上的
强大影响力，特别开辟了教育
板块和亲子板块，并举办幼教
产品展示会，有义务引进高水
平的幼教产品来到中原，引导
中西部省份的幼儿教育事业，
朝着国际化的步伐迈进，使我
省幼儿园建设尽快跟上东南沿
海发达地区的幼儿园建设步
伐，跟国际水平接轨。

座谈会上，大河报负责人
还就举办全省“百佳幼儿园”

“百佳园长”活动进行了解读，
并诚恳邀请与会优秀幼教企

业家、知名园长代表给予良好
的建议和监督。他特别介绍
了获奖幼儿园、园长将收获满
满：镀铜奖牌、报纸公示、大河
幼教网宣传、直播端口推广、
保育员免费培训等。

来自幼教行业的专家，以
及18个市地联络站负责人等
围绕着如何把评选办得更有
影响力而畅所欲言。北京舞
以轮比体育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贾以山，商丘
市梁园区乾元英博书店总经
理田颖，河南卫峰教学玩具
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卫峰，郑
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
教授张天军，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管理博士、中科心
理研究所研究员、浙江波菲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潘赵骑，
平顶山一米教育孙大鹏等围
绕着评选活动进行了建言献
策。大家建议评审标准更细
致地关注幼儿的健康条件，
尤其是环境条件，此外他们
还建议邀请专家、教育部门
负责人举行各市地宣讲会。
评委代表张天军、潘赵骑等
进行了专题发言，大河报评
选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将根据
实际情况，积极采纳与会专
家、嘉宾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开封讯 2月 1日上
午，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双楼
村农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
河南大学的校领导专程为该
村送来文化扶贫的厚礼，100
份2018年度的《大河报》。

当日，该村举行了 2017
年度工作总结暨评优奖先表
彰大会。接受表彰的村民们
身披红飘带，脸上洋溢着喜庆
的笑容。河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许绍康率队带着慰问
品来到了现场。

双楼村是河南大学驻
村扶持对象，在河南大学驻
村工作队队长李从国的努力

下，双楼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此次会上共评出优
秀共产党员、卫生整治先进
村民组、家庭卫生整治先进
户、脱贫致富带头人、“五
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
卫生整治义务劳动先进个人
等奖项。

扶贫先扶智，为了开阔农
民兄弟的视野，改变观念，开
展文化扶贫，在河南大学党
委宣传部的积极协调下，由
河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双
楼村100户村民订阅了全年
的《大河报》，为他们送去了
精神食粮。

苹果X，200元就能拿走？
本报记者现场调查手机骗局 警方提醒：小心骗子的调包计

对于这些街头手机骗
局，据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
分局治安三中队张队长告
诉记者。这种街头手机骗
局非常常见，一般情况下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调包计卖
模型，另外一种就是卖山寨
机。其中，大多数是调包卖
模型，毕竟一个模型几十块
就能买到，一个山寨机再便
宜也要几百。骗子是利用

一些市民占便宜的心理，将
手中的真手机让市民随意
查看，然后在交易的过程
中，以各种理由将手机要
回，进行调包。最后，还不
停地暗示买这种手机的危
险，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查
看，赶快离开，让贪便宜的
人在心理上产生恐惧，给他
们自己赢得充足的逃跑时
间。

“手机骗局上当的人很
多，其中最典型的是将手机
拿到苹果手机店检验后，还
被调包换成了模型。”张队
长说，有一些骗子专门在苹
果手机店附近转悠，并让买
手机的人拿着手机去苹果
店检验真伪，让人相信手机
是真，放松心中警惕，最后
再以取电话卡等方式，将手
机调包。

[事件]
高端手机便宜卖，到手却是铁块模型

1月 29日上午，记者联
系上了已赶回南阳老家的
小张。据小张告诉记者，他
是 郑 州 某 高 校 大 二 的 学
生。1月26日上午，学校放
假后，他带着行李乘车赶往
郑州市火车站，打算乘坐火
车回老家过年。但就在他
下车步行去火车站广场取
票的途中，一名与他年龄相
仿的年轻人拦住他，向他推
销手中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并且暗示他这个手机是刚
刚偷来的，可以极低的价格
卖给他。

“当时我翻看了好多遍，
手机系统和内存都仔细看了
看，我还担心他卖的是山寨
机。”小张说，对方要价两千
元，但他没有那么多钱，本打
算不要，但对方却一直缠着
他，表示急着出手，价格还可
以再便宜。最后他称身上就
剩一千元，对方便同意一千
元卖给他。

“我把钱给他后，他就立
即把手机塞进了我的上衣口
袋里，还说人多，让我赶快走，
别被抓着了。”小张无奈地说，
他当时也很担心，就按照对方

所说的赶快离开现场。因为
担心，从取票到候车厅的一路
上，他都没敢把手机掏出来看
看。直到进入候车厅，他才拿
出手机，仔细一看，真手机竟
变成了模型，抠开盖子里边竟
是一块铁块。

小张苦恼地说，一看到
手机打不开机，他就知道自
己被骗了。对方肯定是在他
最后付钱时，将手机要回去
的一瞬间调了包。最后，他
因为赶火车，不得不咽下这
个贪心的苦果。

[调查]
差点被骗子围堵，手机骗局一茬接一茬

1月30日上午10时许，
记者从郑州市火车站东广场
沿二马路向二马路汽车站方
向走去，刚过二马路中原路
桥，便遇到了一名推销苹果
手机的中年男子。记者接过
中年男子的手机后，仔细翻
看了一下手机系统，确实是
苹果手机系统。翻看中，这
名中年男子要价两千元，并
暗示“你应该知道这个手机
是怎么来的”！可当记者表
示身上没有太多钱、不想要
时，这名中年男子立即称还
可以再便宜，有多少钱都行，
他着急出手。当记者称身上
只有三百元，对方仍愿意出
售。此时，恰好有一辆巡逻
车从旁边经过，记者灵机一
动表示害怕，坚决不愿购买，
这名中年男子便立即扭头离
开。

在这名中年男子离开
后，记者掏出手机打算拍照，

旁边不远处一名正在打电话
的中年男子则立即跑过来，
一把抓住了记者的手机，问

“想要干什么”。扭头离开的
中年男子听到动静后，也转
过身往回走。看到巡逻车还
没有走远，记者对抓住自己
手机的中年男子说：“旁边还
有巡逻车，你要再不松手，我
就喊了。”听到这些话后，抓
手机的中年男子松手就跑，
转身回来的中年男子看事不
对，也转身跑开。

经历刚才惊险的一幕
后，记者转身回到了火车站
广场附近。当步行至兴隆街
与福寿街交叉口西南角时，
一名中年女子向记者推销苹
果手机。仔细看了看中年女
子推销的苹果手机，其外观
和苹果8手机一模一样，但手
机系统却是安卓系统。且在
此过程中，该中年女子也在
不停地暗示“手机怎么来的

你也知道，想要的话，可以给
你便宜点”。且同样报出了
两千元的价格。当记者表示
不要后，这名女子仍一直纠
缠，甚至跟着记者穿过马
路。最后，在记者直接点明
手机系统问题时，中年女子
便立即转身离开，并伸手暗
示了一下旁边一年轻男子，
与她一起离开。

在二七广场附近，记者
又遇到了一名推销苹果手机
的年轻男子。该男子推销的
是最新款的苹果X，且手机
系统也符合苹果手机系统。
在一番交涉后，记者最后给
出200元低价，但这名年轻
男子仍愿意出售。可当记者
称身上没有现金，让其一起
去附近银行网点取钱时，这
名年轻男子便直接转身离
开。同时，旁边5米外的一名
抽烟男子，观察记者一会儿
后，追上年轻男子一起离开。

[揭秘]
手机骗局既玩儿调包计，也玩儿心理战

□见习记者 李帅

核心提示 | 新年将至，一些骗子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不，今年大二的学生小张就因为贪图骗
子手中的低价苹果手机，被骗子一个“调包计”，骗走了身上仅剩的一千元生活费。对此，记者也
进行了现场走访，还差点被街头卖手机的骗子给围堵了。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民警也对一
些街头的新骗术进行揭秘，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莫要贪图便宜，让不劳而获的骗子过肥年。

2017百佳幼儿园、百佳园长评选活动启动

评审标准更关注
幼儿的健康条件
□记者 王新昌

河南大学文化扶贫
为村民订阅100份《大河报》

□首席记者 周斌 通讯员 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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