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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老年反诈小剧场开演
首场演出超10万人线上“围观”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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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创 程永兵 视觉 孟萌

审校 郑瑾

“这些保健品吃了对身体好，错
过了可就没有了……”6月20日下
午，在郑州经开区祥符卢村文化广场
舞台上，来自中原消费金融反诈宣传
艺术团的老人们正在现场演出名为
《春风化雨》的反诈情景剧。舞台前，
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祥云派出所
辖区的老年人看得津津有味。

6月20日下午6点，中原消
费金融反诈宣传艺术团以小豫
剧《朝阳沟》准时开场，引得台下
的观众鼓掌喝彩。随后，以反诈
为主题的小话剧《警钟长鸣》、情
景剧《春风化雨》相继开演。这
些演员别看年龄大，演起节目来
惟妙惟肖，表情细腻情绪饱满。

“我们准备的这些节目，主
要就是为了提醒像我们这样年
龄的老年人，防止被骗。”中原消
费金融反诈宣传艺术团团长张

四茹说，艺术团从2018年成立
至今，共成功排演8部话剧，多以
反电诈为主题，目前，艺术团成
员已超过200人。

为何要聚焦反诈？张四茹
说，艺术团刚成立时，团内有位
老人因遭遇无良商家，被所谓的

“保健品”迷住了心智，一下子损
失了十几万元，当时她就有了编
写剧本为反电诈鼓与呼的想法。

记者了解到，艺术团的成员
之前都没有表演功底。“自编自

导自演，是我们的特色，所有的
剧本都由我来编写，再指导他们
演绎。”张四茹说，她早年有编
写、执导话剧的经验，因此指导
大家排练驾轻就熟。

对于电信诈骗，郑州市公安
局金水分局丰庆路派出所民警
李敏再熟悉不过。她主动找到艺
术团，由她负责提供相关素材，
张四茹负责艺术加工。很快，一
部部让观众叫好的剧本接连面
世，走进了郑州市的社区、农村。

这个老年宣传艺术团专门反诈，带着节目走进社区、农村

“小品演得好、歌唱得好、民
警讲得好，能看表演还能学知
识，真好！刚才民警还教我怎么
用那个反诈骗APP……”祥符卢
村村民李大妈看完表演说。

表演结束后，祥云派出所社
区民警丁振宏、周玉鹏，特警支队
民警秦博文，李敏结合身边发生
的真实养老诈骗案例进行详细讲
解。中原消费金融工作人员也走
上舞台，与现场观众分享专业经

验，从另一种角度提醒大家预防
涉老诈骗。丁振宏与现场老人观
众“拉家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他们详细讲述骗子的惯用手
段，教授应该怎样预防诈骗，提醒
他们在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时，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
制封建迷信思想，不要贪图小便
宜，理性对待物品打折、促销，保
健品推销、养生讲座等活动，在生
活中不仅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更

不要有“贪图便宜”、“天上掉馅
饼”的心理，如遇可疑情况，要多
与家人商量或拨打110。

除了现场演出，该艺术团的
节目还通过河南省委政法委中
原盾、大河报·豫视频、大河看
法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累计
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0万人。未
来，大河报·豫视频将以反诈宣
传为主题开展系列直播，大家也
可持续关注。

一场小剧场反诈演出，10余万人通过直播“围观”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变化，各类新型违法犯罪
不断出现，特别是以老年人为
侵害对象的养老诈骗违法犯罪
逐年增多，且手段手法不断翻
新，防不胜防，很多老年人因此
上当受骗，甚至有些老年人的
养老钱、救命钱被洗劫一空，严
重侵害了老年群众的财产安全
和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了社会
和谐稳定。

今年4月8日，由中央政法
委牵头，组织召开全国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
对专项行动工作进行统一安排
部署。全国会议之后，我省迅
速行动，于4月11日召开全省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动员部署会
议，全面启动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

目前，我省成立了由4名省
领导组成的高规格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从16个省直单位抽调
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实行集中办
公，实体化推动专项行动开展。

如果你想反映河南省内的
诈骗线索，可以向河南省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专用信
箱（hnzxb408）和 电 子 邮 箱
（hnzxb408@126.com）提供相
关内容。

我省4月11日全面启动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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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赵会涛购买许昌空港新城置

业有限公司第一国际写字楼

1509房的房款收据(收据编号:
0001258,金额:290418元;编号:
0003191,金额:58000元;编号:
0005236,金额:58000元);1502
房的房款收据(收据编号:0004783,
金额:596856元)丢失,声明作废.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为“（豫）股质登记设字

[2017]第149号”的《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原件丢失,
声明原件作废。特此公告。

●张稳412821198812052931丢
失声明执业证号000018411700
00002019003682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762937,姓名:苏
宇轩,性别:男,出生时间2016
年4月6日09时32分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刘水环,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社区医学专业的毕业

证书遗失,豫教职业中专毕字

（02）01364***号，声明作废。

●姓名:魏祺杭,性别:男,出生时

间为2005年10月18日10时23
分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为E410645708)丢失,声明作废.
●彭树枫410421198610041034
遗失平顶山市百合新地置业

有限公司4-4-2517房产收据

2张,收据号码:0026470，金
额:24336元,收据号码:0026
483，金额:46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郑州鑫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3日开具给福建省

来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10016
4320,发票号码19328421,金额

21433.50元,原件丢失,复印件

代替，特此声明。

●编号为Q410974104，姓名朱

思羽，出生日期为2017年6月
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刘嘉仪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
201941021662,执业地为:北关

区后崇义村卫生所,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方向阳胡辣汤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
459EJA9W声明作废

●刘渊晓位于登封市纵四路与

横六路交叉口东南角磴槽锦

园6号楼3单元305的豫(2017)
登封市不动产权第0000698号
不动产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唐瑞皎遗失许昌市第三家电

商场有限公司空白收据9份
收据号0116162-0116165已
盖章作废,0116166-0116170
空白收据作废,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文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30144034)、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魏大文）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中达润滑油有限公司遗

失开具给河南聚匠机械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

）1份，发票代码：4100183
130，发票号码：06816358
发票金额：55320元，已盖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巩义市大峪沟镇财政所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1
0094353301，账号00000
155402950039012,开户行:
巩义农商银行大峪沟支行,法
人:刘路，声明作废

●郑文宗坐落于巩义市白云山

路 11号 2号楼 1单元 4层 402
的不动产权证（证号2020000
4998）丢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大峪沟镇财政所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Z4910
001024101，账号0000015
5402970034012 ,开户行:巩
义农商银行大峪沟支行,法人:
刘路，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侯丽笙，合同编号0952
85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235227，
金额21600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怡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遗失,证
书编号171612050133,声明作废.
●杨明鑫遗失郑州财经技师学

院学生证,学号G4110822003
04097832,声明作废。
●吴林飞遗失郑州财经技师学

院学生证,学号G4116212004
04162216,声明作废。

公告

●郑州市中原区李江沟御景苑

地下车位选车位公告
郑州市中原区李江沟御景苑
地下车位分配工作于 2022年
6月 24日-26日为期三天在小
区内 17号楼进行分配。如有
疑问咨询 0371-68619185。
●河南猴子的救兵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2022)郑仲案
字第0003号申请人卢佳佳与
你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郑仲裁
字第0003号裁决.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裁
决为终局裁决.郑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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