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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兴凯湖农场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晚接到密山市应急办通知，珍
宝岛至当壁镇兴凯湖农场路段内有
多台车辆遭遇雪阻，需要紧急救援。
该农场迅速响应，成立以农场主要领
导为负责人的领导小组，迅速成立救
援队伍，调集清雪铲车5台、挖掘机2
台、农用拖拉机 3 台、救援车辆 10
台，赶赴一线开展救援。

从16日19时至17日早7时，经
过连续12个小时的紧急救援，农场
共救援受困车辆49台，受困群众75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为 6个月的婴
儿，年龄最大的为四名70多岁的老
人。目前，受困群众均已安全送回
家中。

据介绍，风吹雪天气发生后，有的
居民从兴凯湖的湖面上开来了勾机先
后救出10名受困人员。

18日，雪小风息，农场救援队立
即对受困的车辆进行了救援，当晚，在
未发生财物损失的情况下，雪堵路段
的车辆清理完毕。19日，湖岗路实现
了正常通车。

得救农场与居民联手抗风雪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2月10
日下午5点左右，讷河魏先生在剁排骨
过程中，不慎伤到了手指。家人把他送
到讷河的医院，医生诊断后，建议到市
里的医院进行治疗。

随后，魏先生家人立即带他驱车前
往齐齐哈尔。在车上，魏先生女婿经过
询问，确定到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南院
进行救治。齐齐哈尔市公安交警支队
联系后，支队紧急协调建华大队正在收

费口等待拉载伤者车辆，护送其到达医
院。

与拉载伤者的车辆相遇后，民警
王磊、辅警都祎楠开启警灯，开辟一条
绿色通道，仅用了10多分钟就将伤者
安全送到了医院，为伤者治疗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

由于送医及时，经过几个小时的
手术后，伤者的手指已经接上，目前正
在康复阶段。

老人剁排骨剁伤手指
交警开绿色通道送医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
迎峰）近日，牡丹江市公安局阳明分
局前进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张先生的
报警求助，张先生说在2019年，自己
的父亲曾在光华街某银行存了22万
元人民币定存款，现陪同父亲来取款
时却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无法将钱款
取出。

民警得知，2019年时银行柜员在
给张先生父亲办理了2年22万定期

存款业务，但由于忘记关闭上一位储
户的业务界面，导致误将张大爷的22
万元钱，存到了上一位储户的账户
中，打印出的定期存单账户名是李女
士的名字，当时张大爷没有仔细查
看，便将这张错误的存单带回家中保
管起来。

民警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误收”
22万元存款的李女士。李女士配合更
正信息，张大爷终于将钱款取出。

大意储户遇粗心柜员
22万元存入他人账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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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9级阵风连续奋战 12小时
救援队救出几十人

生活报记者 王萌
19日，兴凯湖边的湖岗路实现了正常通车。而在三天之前，16日正月初五，兴凯湖边小雪转大雪，平均风力达6—8级，阵风9级以上，出现罕见的风吹雪天

气，即大烟炮。当晚，一支由兴凯湖农场组织的12人小分队，深入大烟炮发生的腹地，对现场的情况和被困车辆和人员进行救援，向后方传回了第一手的资料，保
证了救援行动的胜利完成。兴凯湖农场武装部部长孟宪金向记者介绍了挑战“大烟炮”的全过程，以及后续救援的经过。

16日当天，气温骤降，天气极寒，
能见度不足5米，多段路面形成1-2
米高的雪岗，致使数十台车和近百人
被困湖岗路上。

所说的发生“大烟炮”的湖岗路其
实就位于湖边上，一边是兴凯湖一边
是树带。孟部长说，湖岗路一侧是湖
面，风本身就特别大，湖面的雪吹到路
面堆积下来，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地
方就是“吃风岗子”，再加上9级左右的
大风，所以，当天就形成了典型的“大
烟炮”天气。

湖岗路还是农场居民进出的必经
之路，进出的人员和车辆比较频繁。

农场公路管理站“以雪为令”，从2
月16日5时开始，出动3台清雪车辆

1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积雪清理、道路
救援工作，至17时，共清理包括湖岗
路在内的珍宝岛至当壁镇省道36公
里，场内公路10余公里，救援车辆20
余台。但是无奈风雪实在太大，孟部
长他们接到指令时，连铲雪车也被困
到了危险路段内。

当日19时许，忙了一天的孟宪金
再次接到了场部发出的集结指令，他
召集了部门的10个人，再加上场办的
一个领导共同组成了12人的救援队。

在现场，救援指挥部交给他们一
个最为艰巨的任务，深入大烟炮的危
险路段，进行全面的探查，统计被困人
员数量和车辆，为后方的救援人员提
供准确的前方信息。

险情“大烟炮”突现几十人被困

救援队行进得相当慢，走出了将近
半小时，也才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他们
发现了第一辆也是距场部最近的受困
车辆。这是一辆皮卡车，里面坐了5个
人。打开车门，孟宪金看到副驾驶的座
位上坐着一个人，在他的腿上平躺着一
个老者，老人脸色发青，可能是身体出
了问题。

“我敲开背风侧的窗户问他们为
什么不往回走，对方说有人心脏病犯
了，不敢动弹。”孟部长说，经过进一步

打听，老人本来就心脏不好，遇到大烟
炮天气，车辆堵在雪里出不去，紧张着
急心脏病犯了，随身还没带急救药品。

得知这个情况后，救援队立即与
后方取得了联系，通知后方的医院向
指挥部紧急运送急救药品。然后，救
援队分兵两路，一半的队员留下来照
顾病人，并回到后方去取药。当晚，留
下的救援队员返回指挥部，取回急救
药品，又返回雪堵路段，保证了病人及
时服药。

及时发现受困人员里有人突发心脏病

“最险的事情发生在雪堵路中段
的位置。”孟宪金说。

再往里走就能看到零星的车辆被
堵在雪地里，雪大风疾，救援队一般不
敢停留太长时间，打听车内的人员情
况后，就要继续往前走。主要排查的
是有没有伤病急险的突发情况，路面
上基本上是漆黑一片，再加上风雪的
干扰，孟宪金他们这一路继续往前探
查的救援队，不断地往雪堵路段艰难
行进，彼此之间尽量保持联络，不能离
得过远，辨别方向的参照物全靠路边
的行道树。

“就担心队员们掉队出危险，所以
我一边走的时候就一边往后看，这个
时候我看到雪堆后面影影绰绰有个人
影，好像是名受困人员。”孟宪金说。

大家过去一看，发现是个30多岁
的男士，穿着特别单薄的羽绒服，冻得
直哆嗦。经过打听，对方称想往场部
的方向走，但是走到这里冻得实在受
不了，发现一个雪堆，想在这里躲一会
缓一缓。

看样子该人似乎被冻得有些神志
不清，孟宪金安排两名救援队员将他
送回指挥部。

真险受困者把雪堆当成了避风港

“现在看多数受困人员还是准备
不足，因为现在出行都习惯开私家车，
车里面比较暖和，衣服比较单薄，快到
后半夜基本上能撤的都撤出去了，剩
下的都是年纪大的，有小孩行动不便
走不了的，再有就是穿得单薄下不了
车的，一个18岁的女孩竟然只穿了一
条单裤，这么冷的天只能在车里等待
救援。”孟宪金说，这个时候就知道听
妈妈的话是有好处的了，经他们探查
统计最终雪堵路段剩下的无法自行脱
离险境的受困人员是21人。

湖岗路雪堵路段全长约4公里左
右，全程走下来的救援队员艰难往返

一遍总共用了6个小时。
手机拍照车号登记，救援队的人

员手机接力直到全部停机，事后统计
只拍了15台车的车号，最后统计全
凭记忆。“我们的手机都和冻梨差不
多了，外面结了一层冰壳，打电话要
先把冰壳抠下来。”孟宪金说。在林
业队道口，已经快接近雪堵路段的终
段，4名救援队员终于有机会躲进一
辆吉普车内暖和一会，这时才发现每
个人的口罩外面都是七八厘米长的
冰溜子。

所幸的是，由于救援得及时，受困
人员未发生严重的伤情和险情。

好难手机外面结成了冰壳

兴凯湖边
突现“大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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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杨镭）北京
时间20日晚至21日凌晨，欧洲
五大联赛一夜之间连续爆出多
场冷门，德甲霸主拜仁、西甲领
头羊马竞等多支强队先后“翻
船”。不过尽管如此，21日开奖
的足彩第21018期，仍然有7注
一等奖开出，单注奖金 181 万
元；二等奖开出244注，单注奖
金 22285 元 ；任 选 九 常 开 出
1207注，单注奖金11014元。

本 期 足 彩 彩 果 为
“03000311030303”。14 场比
赛中，有3场大冷门，其中法兰
克福主场2比1击败拜仁，竞彩

赔率达到3.91倍；门兴1比2不
敌美因茨，竞彩赔率达到 5.05
杯；马竞以0比2的比分，队史主
场首次不敌莱万特，赔率更是高
达7.76倍。所幸英超利物浦与
埃弗顿的德比大战不在本期竞
猜范围之内，否则卫冕冠军利物
浦主场0比2落败这一结果，估
计杀伤力也不会小。

其余场次，德甲赛场，弗赖
堡0比1不敌柏林联合，斯图加
特客场1比0小胜科隆，多特蒙
德在鲁尔区德比战中客场4比
0大胜死敌沙尔克04。意甲赛
场，拉齐奥主场1比0小胜桑普

多利亚，暂时超越尤文图斯进
入前四；热那亚2比2战平维罗
纳，萨索洛 1 比 1 战平博洛尼
亚，以上也是本期仅有的两场
平局。西甲赛场，皇马客场1比
0小胜巴拉多利德，在多赛一场
的情况下，将与领头羊马竞的
积分差距缩小到3分；巴伦西亚
主场2比0击败塞尔塔。另外本
期还有3场荷甲比赛，结果分别
是垫底队埃门主场3比2战胜兹
沃勒拿到宝贵3分，芬洛主场1
比4惨败在阿尔克马尔脚下，福
图纳锡塔德则在主场2比0击败
降级区中的海牙。

欧洲足坛惊险冷门之夜

足彩开出足彩开出77注注 万头奖万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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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杨镭）20日，体彩
大乐透迎来春节休市后、也就是农历牛
年的首期开奖，第21018期前区开出号
码“02、20、23、26、34”，后区开出号码

“05、10”，本期全国销量为2.89亿元，为
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4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其中
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四川德阳；5
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
河南新乡、许昌，山东菏泽，山西大同以
及北京。二等奖开出75注，每注奖金

17.43 万余元；其中 14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3.95万余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31.39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9.46
亿元滚存至 22 日（周一）开奖的第
21019期。

1注1800万+5注1000万

大乐透牛年首秀 开出6注一等奖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揭秘网红“ ”敛财术

181181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陈一帆
感觉迷茫，“塔罗牌占卜”可“预知未来”；运气不佳，“冲花凉”可“时

来运转”……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时下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塔罗牌占卜”十

分火爆。一些商家以改变运气、消灾避祸、祛病解忧等为噱头，收费动
辄成千上万元，通过搞“洋迷信”牟取暴利。

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塔
罗牌占卜”“转运仪式”等很受一
些网民欢迎。在微博平台上，“塔
罗牌占卜”话题的阅读量和讨论
量分别超过27亿和390万；在百
度上搜索“塔罗牌占卜”，相关结
果超过5000万个。在微信公众
平台上，以“塔罗”“占卜”为名的
公众号非常多。

记者随机添加了一个从事
“塔罗牌占卜”的微信号。对方
称，可根据个人需求设计专属牌
阵，单次占卜需要298元；还可根
据客户需求做仪式改变运势，每
天一次，单次收费199元，难度越
大需要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不断
催促记者快点付费：“今天占卜客
人较多，名额有限，如果名额满了
要往后排期。”

一些商家还开了实体店，线
上线下互动。在广西南宁市，已

有近10家“命运塔罗”店铺开业。
一份名为“命运塔罗加盟店

守则”的材料，清晰地列出这类
店铺的商业模式：新开店加盟费
6.8万元，推荐加盟的人员可获得
1.8万元的提成；总店与加盟店进
行利润分成，根据销售的物品和
提供的服务项目不同，总店与加
盟店的分成在6:4到 7:3不等；
加盟店的商品种类和服务由总
店负责提供，加盟店做好客户的
维护。

2020年12月底，南宁市市场
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兴宁区青
云街一家“命运塔罗”店铺涉嫌从
事迷信活动、发布宣传迷信广
告。随后，南宁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公安部门对这家店铺进行取证
调查，发现该店铺涉嫌违反广告
法的相关规定，由市场监管部门
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塔罗牌占卜”流行网络
线上线下互动花样繁多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披着“洋外衣”的迷
信经营活动，从业门槛低、人员素质低，不少
商家利用部分人的迷信心理，花式营销牟取
暴利，并采取各种办法规避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从事“塔罗牌占卜”
的所谓的“师傅”“大师”自称师承国外且经验
丰富，但实际上其身份、经历等根本无从考
究。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类店铺
从业门槛低，从业人员无需提供相关资质证
明、专业背景即可开店营业，文化素质普遍较
低，主要通过“怪力乱神”的宣传鼓吹吸引顾
客。

“我们调查中发现，一名主要组织者只有
初中学历，既无专业背景也无海外工作经验，

看到这行能赚钱，才从个体户转行做这个。”
一位执法人员表示。

这些组织者靠花式营销牟取暴利。一个
声称提供“转运、控灵术、占卜”等咨询服务的
微信号介绍，举行一场所谓的“桃花朵朵”法
事1.68万元，点一组“莲花灯”1592元，一块
掩面佛牌售价3800元。销售者声称，这些项
目有改变命运、消灾避祸等功效，微信上的项
目只是一小部分，可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
对应项目，收费越贵的项目效果越好。

知情人表示，这些物品成本极低，有些售
价上万元的佛牌，其实是镀金材质，成本最多
几百元，卖多少钱全看销售员的个人“忽悠”
能力。

组织者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法物卖多少钱靠“忽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潘
屹表示，“塔罗牌占卜”等不过是披着“洋外
衣”的迷信活动，无论花样如何翻新，本质上
都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实施敛财。

“所谓改变命运并无事实支撑。”潘屹说，有
的顾客可能会觉得购买这些物品或项目后确有
效果，但这只是出于主观强烈的心理需求，商家
利用模糊的语言强化这种虚假因果关系。

潘屹等专家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揭穿
此类迷信活动的骗术，加强对迷信诈骗行为

的打击力度，提高公众辨识能力。同时，完善
心理疏导机制，提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减少
滋生迷信的土壤。

面对一部分年轻人热衷“请吉祥物”“调
理运势”等现象，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
教育中心教师孙大强等专家表示，在互联网
时代，学校、媒体和科普组织要多运用短视
频、游戏、动漫等新手段宣传科学常识。同
时，针对大学生情感需求和心理问题，高校应
加强引导，帮助年轻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加强对迷信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公众辨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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