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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高考时代”考生必修课
今日 让防骗成为
观点

□苑广阔

考生和家长要想避免上当
受骗，一方面不要有搞特殊、走
捷径的心理； 另一方面则是尽
力通过权威、正规、官方的渠道
获得各种和高考有关的信息。

近日，被称为反诈“小飞象”的广州市
“
80 后”青年民警讲述了反诈故事，并为
高考后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贴心的防骗
提醒。 高考相关骗局主要集中在考后。 尤
其是围绕查分数、报志愿、招生、录取等环
节的骗局相对多发。
这边提醒考生防骗的话音未落，那边
就有考生上当受骗。 北京考生小王，在微
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发消息称， 可以花费

500 元提前查高考成绩。 他给对方转账
后，立刻被对方拉黑，成绩更是无处查询。
通过这件事足以说明，当全国近千万高考
考生在高考结束后一边享受考后的轻松，
一边在焦急地等待高考成绩的时候，“防
骗”应该成为他们掀开人生新篇章的“第
一课”。
一方面是因为久居象牙塔，所以严重
缺乏社会经验， 犹如白纸一张的高考考
生；另一方面则是绞尽脑汁想“围猎”高考
考生的各种骗子设置的骗局和陷阱，所以
考生和家长稍有不慎， 就会上当受骗，轻
则损失钱财，重则耽误了前程。
骗子设置的骗局五花八门，比如查分
数套取个人信息，然后利用考生个人信息
实施精准诈骗。 当年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
的山东考生徐玉玉案，受害人就是被诈骗

海外就医乱象
该吃什么“药”
□冯海宁
湖南省株洲市近期破获一起利用海外就
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案件。 经初步核实，案
件涉及全国 26 个省份，受害人 1700 多人。 这
起案件折射了海外就医乱象。 记者发现，近年
来一些人不惜重金到海外接受医疗服务，但
由于行业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患者海
外就医面临风险大、无保障、维权难等诸多问
题。
患者到海外就医一旦遭遇侵权， 会面临
取证难、维权难等问题。 为此，专家给出了自
己的药方，如卫生、旅游主管部门加强对海外
就医、海外就医旅游方面的监管；针对境外医
疗旅游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厘清三方
权利关系等。这些建议值得有关方面借鉴。而
笔者认为，要彻底医治海外就医乱象，还要吃
这些药。
其一，提升国内医疗水平。 很多患者之所
以选择海外就医， 是因为某些国家医疗水平
确实高。 在海外就医的患者中绝大部分是癌
症患者，据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患者的癌症 5
年生存率约为 36%， 而美国患者这一数字是
66%。 另一个原因是国内缺少相关治疗药物，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正通过降低进口抗癌药
关税、 完善新药审批等措施为国内患者减轻
负担、提高疗效。
其二，有效规范海外就医中介。 目前，海
外就医市场既有合法中介，也有黑中介。 对合
法中介行为要规范， 对黑中介则要坚决打击
和取缔。 专家建议主要是规范中介行为，但还
需要旅游和卫生部门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建
立行业组织加强自律。
其三，完善国内外医疗信息发布。 由于国
内外医疗信息不对称，一些中介就趁机赚钱，
一些患者会花冤枉钱。 对此，有必要完善国内
外医疗信息发布以解决信息不对称， 让患者
理性选择就医。
此外，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让部分有需
求的患者直接到国外权威医院就医， 或者引
进国外权威医院到国内开设分支机构， 方便
国内患者就医。 同时，应该向患者普及相关法
律知识和医疗常识，提高患者“抵抗力”。

分子获取了精准的个人信息，然后实施诈
骗，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再比如有骗子
则是以大学“内部名额”的名义实施招生
诈骗，等到考生和家长按照骗子的要求缴
纳各种费用之后， 骗子就消失得无影无
踪。
纵观这些骗局， 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它们一方面利用了考生和家长在信息上
的一种封闭和不对称，利用各种虚假的信
息让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 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部分考生和家长求学心切，在骗子
抛出的诱饵面前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判
断能力，最终掉进骗子设置的陷阱。
就以媒体刚刚曝光的考生被骗子以
提前查分数为名进行诈骗的案件为例，这
名考生对高考录取工作的程序明显缺乏
了解，同时又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高考分

数，最终导致上当受骗。 这其实就是一种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为高考刚刚结束两
三天的时间， 甚至阅卷工作还没有开始，
根本不可能出来分数。 与此同时，媒体早
就公布了高考分数查询的准确时间，这名
考生也不知道， 这类考生是最容易被骗
的。
万变不离其宗， 万骗同样不离其宗，
而考生和家长要想避免上当受骗，凡是涉
及到和高考有关的事务，一方面不要有搞
特殊、走捷径的心理，保持必要的理性；另
一方面则是尽力通过权威、正规、官方的
渠道获得各种和高考有关的信息，而不是
道听途说，甚至是从微信群、朋友圈获取
各种信息。

举报垃圾短信被拉黑是庇护违法犯罪行为
□黄齐超
据报道，年初，成都的周先生发
现自己收不到银行通知短信了，而一
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也收不到了。 辗
转找到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后，他
被告知：因为多次向 12321 举报垃圾
短信， 他的手机号被拉入了黑名单。
想解封，需要保证不再举报。
从法律角度说，手机用户在收到
垃圾短信之后向 12321 举报，这是行
使正当权利行为，是依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行为。 不管是负责举报垃圾
短信功能的 12321 平台，还是移动通

信运营商，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举报
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举报人遭到垃圾
短信发送者打击报复。
《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
确规定：“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
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用户同
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商业性短
信息的，应当停止向其发送。 ”
手机用户举报垃圾短信，却被移
动通信运营商列入了“黑名单”之中，
这实质上是 12321 平台与移动通信

运营商，公开对举报垃圾短信行为的
另一种形式的打击报复，客观上是在
庇护发送垃圾短信这种违法犯罪行
为，至少广大手机用户会这样理解。
试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谁还
敢向 12321 平台举报垃圾短信？ 只能
默默接受、删除垃圾短信，任由垃圾
短信为所欲为。
可以说，手机用户举报垃圾短信
反被移动通信运营商“拉黑”不是一
件小事情，直接关系能不能有效治理
垃圾短信这个民生问题。

洞庭湖现“私人湖”，谁在为其撑腰？
□辛京
据媒体调查， 在洞庭湖深处，一 止的。 这 3 万亩的
“私人湖”几乎条条 随着这些水中长城的“下沉”，期待其
道高高垒砌的堤坝围出一片面积近 3 都触碰红线。
中牵涉到的保护伞和失职渎职问题
万亩的私人湖泊，严重影响湿地生态
客观说来，洞庭湖的矮围、网围 浮出水面，该严厉追责的绝不轻纵。
及湖区行洪。 这道堤坝是当地私企老 并非仅此一家，对类似矮围的治理也
长远看来，为了解决在浩渺的洞
板夏顺安所建，曾被湖南省、益阳市、 有其特殊原因。
庭湖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瓜葛， 避免
沅江市（县级市）等各级政府数次严
首先是历史因素， 上世纪 90 年 “公地悲剧”，建立对洞庭湖统一保护
令拆除，但依旧岿然不动。
代后期，当地政府把一些湖洲地区的 与管理的机构也不妨提上日程。 洞庭
物种基因丰富的洞庭湖湿地，是 芦苇地承包给当地民众以增加收入， 湖该有一个统一的“湖长”来守护，既
名副其实的长江之肾。 而非法圈湖， 慢慢地，为了获得更高利益，一些人 责任到人，也利于终身负责。
就像是生长出的“
肾结石”。 一方面阻 围起来搞起了养殖。 由于当时环保意
断鱼道，切断了湖中的食物链，拦截 识较弱， 这类活动被当地政府“默
了江豚等珍稀鱼类的洄游通道，对洞 许”，这才导致后来的积重难返。
庭湖生态造成极大破坏，也不利于蓄
第二也有现实困境，洞庭湖因其
2018 年 6 月 10 日经研究
水防洪； 另一方面在湖畔养猪牛羊， 大，跨越数个行政区域，利益盘根错
决定， 三门峡工业园禹鑫蔬菜
也无异于建起一座“粪便池”，对水质 节，进而导致了
“
公地悲剧”。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注 册 号
的污染不言而喻。 而据调查，这一
“
私
环保执法， 不是为了阻断谁的
411292NA000007X）因经营不
人湖”中还可能在搞非法采砂。
“财路”， 而是给更多的人留条“生
善，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根 据 我 国 2013 年 施 行 、 并 于 路”，“人性化” 执法也不能当成执法
记， 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
2017 年修改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软弱的托词。
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值得欣慰的是，生态环境部近日
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永久
联系人：高国良
性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破坏鱼 组成督察组，开展专项督察后，当地
电话：15139825432
类洄游通道；擅自放牧、捕捞、取土、 政府已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整改，计划
2018 年 6 月 14 日
取水、排污、放生等活动，都是明文禁 20 天内拆除全部剩余围堤。 接下来，

注 销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