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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12月 4日，记者
从西宁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西宁警方持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打击力度，全力挽回群众损失，2017
年年初至目前，西宁市反电诈中心破获案
件 119起，挽回群众损失 1014.096万元。

假科长借采购物资行骗
警方按图索骥打掉诈骗团伙

10月 20日，西宁市反电诈中心接到受
害人薛某报案称：10月 20日 10时许，他接
到一名自称是消防支队后勤科“李科长”
的人的电话，被对方以购买消防气垫为由
诈骗 10余万元。

反电诈中心受理案件后，立即开展紧
急止付工作，同时查询资金流向，将案件
相关信息录入“钱盾”平台分析。

经缜密侦查，办案民警结合“钱盾”平
台提供的线索，掌握到嫌疑人涉案账户地

址为河南省郑州市和驻马店市。随即，办
案民警兵分两路，前往郑州和驻马店调查
取证。

11 月 8 日，办案民警成功在郑州市
和驻马店市抓获嫌疑人杜向某、杜朝某、
陈某，打掉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关联
全国相关诈骗手段案件 25 起。 11 月 16
日，嫌疑人被押解回西宁，目前已被刑事
拘留。

有人假卖宠物真骗钱
办案民警奋战一个多月擒嫌犯

9月 18日，姚某报案称，他在网上购买
宠物犬时，被一名男子以缴纳订金为由骗
取人民币 3万余元。

接报警后，反电诈中心民警经缜密侦
查，并结合“钱盾”平台提供的线索，得知
嫌疑人出现在河南省和黑龙江省。

办案民警前往河南和黑龙江进一步调

查取证，最终锁定嫌疑人在黑龙江省绥化
市。为此，民警放弃国庆假期，辗转奋战，
克服重重困难，于 11 月 8 日在绥化市抓获
嫌疑人齐某，11月 16日押解回西宁。

目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假亲友诈骗29余万元
民警奔波四个月擒嫌犯追回钱

7 月 31 日，王某报案称，QQ 聊天过程
中，被嫌疑人冒充亲友诈骗 29余万元。

接报警后，反电诈中心民警立即开展
紧急止付工作。经侦查，办案民警得知嫌
疑人银行卡开户地在山东、广东、广西。

随即，办案民警立即前往三个地区
调 查 取 证 。 经 过 四 个 月 侦 查 和 细 致 取
证，办案民警于 12 月 4 日凌晨，分别在广
西柳州、广西宾阳抓获嫌疑人李某，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两起，追缴资金 29 余
万元。

全力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警方一年破案119起追回1014万元

2017 年年初至今，发生在西宁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较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但
电信网络诈骗，除以往冒充公检法、冒充
部队采购物资、冒充公司领导等手段之
外，不断衍生出新型手段，如兼职刷单诈
骗、办理信用卡诈骗、网络购物退款诈骗
等，给打击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增加
不少困难。

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赵勇
在发布会上说，今年以来，西宁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认真履行维护西宁市安全稳定
的重任，认真组织开展系列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破获了多起刑
事案件，打掉了一批犯罪团伙，抓获了一
批违法犯罪人员，截至目前，西宁市反电
诈中心破获案件 119 起，挽回群众损失
1014.096万元。

西宁警方年初至今破获119起电信诈骗案
追回群众损失1014万元

本报讯（记者 莫青）12月 4日，城北区祁连路
小学又多了一块牌匾——西宁市图书馆少儿分
馆。今后，祁连路小学师生可分享西宁市图书馆
的图书资源，并获得更多的捐赠图书。

据祁连路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长期坚
持打造“书香校园”品牌，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
成系统的阅读体系，深受师生和家长的认可和喜
爱。这次荣幸成为西宁市图书馆少儿分馆，不仅
提高学校师生的书籍持有量，丰富阅读内容，也
是对师生阅读的支持，与更多的学生老师分享阅
读的快乐。

12 月 3 日，有网友发布消息称，海
东市平安区古城乡 4 岁的女孩霞霞，
患有先天性鱼鳞病，希望大家帮忙转
发，为霞霞找到医治的方法。

这条求助消息在网上扩散，不少
网友主动帮忙转发，希望可以帮助霞
霞找到良方。网友“健康就好”说，现
在医疗水平很发达，一定会有办法治
好霞霞的病。也有网友留言说，应该
带霞霞去北京看看。

霞霞的病情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
注。霞霞的爷爷马延福说，网上的消
息是邻居帮忙发的，孩子的病情一直
没有好转，他们想借助社会的力量，早
日为小霞霞根治怪病。

12 月 4 日上午，西海都市报记者
联系到了霞霞的爷爷马延福，并前往
平安看望霞霞。

四岁女孩全身皮肤干裂似鱼鳞

霞霞家住在海东市平安区古城乡
石碑村，距离县城 25公里。当日 11时
许，记者到达石碑村，村里有些冷清。
霞霞的奶奶马进梅说，年轻人去打工
了，适龄的孩子也去上学了。

“这是去年享受危房改造政策后
修的房子。”马进梅介绍着家中的情
况。她告诉记者，霞霞的父母去打工
了，一年回来一两次，霞霞平常是她和
老伴在照顾，孙女的病一直是老两口
心头的大石头。

“娃娃刚睡着，我叫她起来。”马进
梅把正在睡觉的霞霞摇了几下，被叫
起来的霞霞踢着被子，不愿意起床。

霞霞撇着嘴哭了好一会才停下
来，她戴着粉红色的帽子，上身穿着一
件红色毛衣，虽然帽子遮住了大半个
额头，但额头上的“鱼鳞”，一片一片
的，像伤口结痂的形状。

“除了手上和脸上没有，身上都长
满了。”马进梅说，刚出生的时候，霞霞
的脸上没有五官，五官被类似“鱼鳞”
的角质化的东西掩盖住了，鼻子只有
针眼大小，脚踝等部分身体部位的骨
骼裸露在外面。无奈之下，她试着将

“鱼鳞”撕开。
马进梅发现，将“鱼鳞”撕掉后，霞

霞露出了眼睛和鼻子，嘴巴也能自由
闭合了。

原以为“鱼鳞”被撕掉后不会再
长，但三天后，霞霞全身又长出了“鱼
鳞”。

“有时候‘鱼鳞’会自然脱落，有时
候看到她特别难受，我们就给她撕掉，
撕的时候她好像也不疼，脱落掉鱼鳞
后，皮肤很嫩，但是三天后又会长出

来。”马进梅说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了现
在。

他们依然四处寻医不放弃

“她四岁了，我们也四处求医了四
年，没停下过。”马进梅说，刚生下来的
霞霞裹着“鱼鳞”，吓坏了医生和护士，
从医很多年，医生们从没遇到过这样
的情况。

马进梅回忆，霞霞出生当天是凌
晨 1 时，在平安区的一家医院出生后，
就被送往西宁治疗，但五个多小时后，
霞霞被接回了家，几家医院对霞霞的
病束手无策，亲朋好友们见到长满“鱼
鳞”的霞霞后，担心孩子活不长。

虽然如此，在马进梅看来，孩子
虽然患有怪病，但哭起来声音很大，
四肢也很灵活。她认为霞霞来到这
个世界上是上天的恩赐，她坚信霞霞
不会有事。

为了治好霞霞的病，马进梅一家
跑遍了西宁大大小小的医院。霞霞快
一岁时，家人就带着她去了西安的一
家皮肤病医院治疗，但多名专家会诊
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法，马进
梅一家只好带着霞霞回家。

四处寻医无果，但是，马进梅一家
从未放弃。听到哪里有治疗皮肤病的
医院或医生，夫妻俩就带上孩子去。

马进梅说，前一次看病是几个月
前，有亲戚说西宁有家私人诊所皮肤

病看得好，就带着霞霞去了，开了一
个药方，拿甘草煮水再放点牛奶每天
给孩子洗澡，除了务农外，马进梅每
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霞霞洗澡、抹
药。

小女孩上幼儿园被拒绝

“白天还好点，有时候晚上一宿一
宿地给她挠，身上一热就很痒。”马进
梅说，霞霞除了长了“鱼鳞”外，和正常
孩子没什么区别，平常也爱说爱笑。

霞霞为什么没有去幼儿园？马进
梅眼中噙满了泪水说，开学几天以后，
由于村子里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没人和
她玩，霞霞就说要去上学，但幼儿园出
于各方面的考虑还是拒绝了。

马进梅指着沙发上的书包说，“霞
霞想上学，我们就给她买了书包，铅
笔，她爸爸在电话里安慰她，让她学会
写数字，然后让她上学，现在她只要想
起来，就趴在那里写字。”

“说是明年带着孩子来，但我想学
校也有难处吧。”霞霞的爷爷说，希望
孩子的病能早点好，这样就能去学校
读书。

关于霞霞的未来，马进梅和马延
福都很担忧，“不管花多少钱，希望能
把她的病治好。”马进梅说。

如果您想帮助霞霞或有好的医院
和医生推荐，可以与本报 96369 新闻
热线取得联系。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为传承传统文化，弘
扬地方特色，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省博物馆将举
办雕版雕刻创意设计大赛，拟于 2018 年春节期
间推出“古代雕刻艺术展及中国雕版印刷展”
（暂定名）。

据悉，本次比赛不向参赛选手收取任何费用，
作者将参赛作品及《青海省雕版雕刻创意设计大
赛报名表》（在青海省博物馆官方网站下载）交送
至青海省博物馆展览部即可（请注明有无指导老
师，如有指导老师请在提交作品时在报名表备注
栏注明指导老师简介）。作品应为原创设计，主
题鲜明、创意新颖，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
艺术性。参赛作品设计与制作的整个过程必须由
参赛者本人负责完成。作品紧密围绕“青海春节
民俗”展开创作，内容健康向上，反映时代主旋
律，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雕版雕刻类实物
作品，尺寸不得小于 40 厘米×40 厘米。本次大赛
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
五名，分别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

与此同时，省博物馆还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卡
通形象代言人。此次征集卡通形象代言人活动，
要求应征作品必须是原创，此前未曾以任何形式
发表。内涵积极向上，构思新颖、创意鲜活、亲切
活泼、可爱亲民，富有时代感和地域及民族文化
特色。吉祥物要易于传播和辨识，易于衍生开
发，便于纪念品的设计制作，便于故事图书、动漫
等的开发；根据应征者个人意愿，应征者还可以
提交一个关于应征吉祥物的故事 (可虚构故事情
节)，用以介绍和说明吉祥物的经历、性格特点(如
执着、勇敢、乐观)等。每名应征者可以同时提交
多份设计方案，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应取一个名
字，名字要便于记忆，没有歧义。

即日起至 2018年 4月 15日，参赛者可在青海
民族文化网、青海省博物馆官方网站上下载并填
写《青海省博物馆卡通形象代言人有奖征集活动
报名表》，于日期截止前连同应征作品设计方案
（电子版 JPG 格式）一并发送至 qhshdyg@126.com，
也可通过邮寄或当面交付（密封文件）的方式，将
作品（电子版 JPG格式）交送至青海省博物馆展览
部，详情可致电 6119925咨询。

省博物馆举办
雕版雕刻创意设计大赛

同时有奖征集卡通形象代言人

西宁市图书馆少儿分馆
落户祁连路小学

4岁女孩天生患怪病
全身皮肤干裂似鱼鳞 本报记者 侯金花 孟晓敏 文/图

霞霞坐在爷爷身旁，摆弄着手中的皮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