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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曾启俊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品信专栏

儿童书籍总数的巨大并不意味着资源分

配的平均， 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够像那些

生活在城市里、城镇里的儿童一样，有着大量

的图书资源可供选择。在一些乡村，尤其是一

些贫困地区， 读书对于孩子们来说仍然是一

件奢侈的事情，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有些贫困地区，一所拥有400多名学生的乡村

学校里，竟然找不到一本课外读物。这些乡村

学校，图书馆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因为经济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等原因，占

我国儿童人口半数的农村儿童， 并不能像城

镇儿童那样，拥有大量的图书资源。有资料显

示， 我国的城镇儿童， 拥有着童书资源的

88.9%，而另外一半的农村儿童，只拥有童书

资源的11.1%。就是说，国内大量出版的儿童

读物，有近9成集中在城镇家庭、城市儿童手

中。这也说明，目前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农村儿

童“阅读缺失”的情况。

从前在一些地区的学校没有图书馆之

前，很多孩子除了课本外，没有任何读物可

以看。

去年10月之前， 在辽宁铁岭昌图下二台

中学的学生们都在憧憬着在建的华润怡宝图

书馆，校长祝兴权回忆说：“当时工地西边是

学校的垃圾池，所有倒完垃圾的孩子，都会提

着空桶，扒着窗户往图书馆里看一会儿，孩子

们经常追着我问‘校长，图书馆什么时候能

建成啊？’”

现在华润怡宝图书馆的建成， 终于让祝

兴权建设“书香校园”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下

二台中学的学生们已经有书可读。 读书对于

学生， 对于一所学校的作用其实远大于人们

预想的。

曾经由于生源减少、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等原因，许多地区的乡村小学合并为中心校，

乡村失去了唯一的文化输出地。 位于河南商

丘勒马乡的一所小学就曾面临这样的困局。

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都把

孩子送到地区中心校读书。不过，华润怡宝图

书馆的出现帮学校改变了局面。 因为有了阅

读的环境和条件，这里的孩子们变化巨大。许

多学生在作文比赛中获奖， 全校语文科目平

均分竟然高出县平均分10分之多。 家长们见

状，又纷纷把孩子从中心校转回地区读书。

其实，乡村孩子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图书，

还有家人的陪伴，那些能够陪着他们阅读，帮

他们养成阅读习惯的家人。有数据显示，我国

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5.1%。 其中，接

近一半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不在身边。他

们打工挣钱后，更愿意“盖房买车”，对于孩

子的教育， 特别是在孩子阅读方面的投入可

谓少之又少。因为对孩子心存愧疚，他们会选

择买衣服，买玩具，却极少有人买书。

目前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负责乡村儿

童阅读项目的区域协调员陈琳说：“要提高

乡村儿童阅读水平， 一要有符合儿童年龄读

的优质图书，二要有指引孩子阅读的人。而后

者似乎比前者更为重要，更稀缺。”

华润怡宝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公益项目

“百所图书馆计划”，截至2014年底，已经有

132所怡宝图书馆在广东、青海、四川、安徽、

湖南、辽宁等18个省内落地生根。今年华润怡

宝还将继续为乡村儿童的阅读贡献自己的力

量，提出了“怡起悦读，陪伴成长”的理念，不

但要把最适合孩子的书籍带给乡村儿童，而

且还要邀请专家去陪孩子读书，教孩子读书。

华润怡宝百图项目组成员卫军说， 为乡

村儿童募集图书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

作”。 乡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阅读需求上并

没有差别。可在书籍募集的过程中，很多人捐

出的都是自己“不想要的书”，而不是最适合

孩子们阅读的书。卫军说：“虽然善举都是好

的， 但捐书人如果能以为自己孩子读书选书

的心态去捐赠， 相信书籍的质量会大大提

高。”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设身处地的参与其

中，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乡村学校图书

馆的现状才能得到改善。

在主审法官看来， 梁某可能是史上最有

耐心的贼了。

去年10月，家住金堂县的梁某，拾得一部

手机。把玩手机过程中，梁某发现，失主已用

手机注册了一个支付宝账户， 并且还绑定了

一张银行卡。通过“找回密码”功能，梁某成

功控制了这一支付宝账号。不过，包括支付宝

账户和银行卡内，全都空空如也。直到今年3

月，银行卡内突然有钱后，梁某成功从失主银

行卡内窃走1.7万元。因盗窃罪，梁某现已获

刑。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则表示，绑定有支付

宝、 银行卡的手机掉了后， 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号码该挂失挂失，账户该冻结冻结，避免

资金账号泄露危害财产安全。

帮你快速贷款———品信

当天能放款 银行利息8折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

钱又轻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

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

融专业贷款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品

信）表示，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

往品信了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贷款

服务热线86203336咨询。

贷款利息低至

3

厘，抵押放大

150%

品信总经理杨总表示， 品信致

力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低、 放款快

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 根据最新的

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银行贷款利率低至3厘，最快

一天放款，还款方案多样。年限高达

30年， 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

而且一抵多贷， 额度更高， 放款更

快。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

者购买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

款。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

受超低银行利息。” 业务主管罗勤

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

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 品信会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

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品信开通的

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

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而

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

押房（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

款担保申请快速借款， 当天就能拿

到钱；企业和个人贷款垫资过桥，额

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通过朋友

介绍， 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拨通了

品信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下午

就贷到了300万元。

被遗忘的

乡村学校图书馆

“史上最有耐心的贼”

守着失主手机5个月 盗走支付宝里1.7万

法官提醒，市民掉手机后需提防资金账号安全

手机掉了咋办？

立即挂失

然后改密码

手机丢失后，

善后工作显得尤其

重要。那么，该做些

什么呢？ 记者就专

业人士提供的意见

进行整理。

1

、首先致电运

营商挂失手机卡 ，

以免不法分子通过

手机对亲友进行诈

骗，同时报警。

2

、致电银行客

服， 口头挂失银行

卡。

3

、假如手机绑

定了支付宝， 可拨

打

95188

进行挂失。

4

、微信用户登

录

110.qq.com

冻结

账号， 或对手机号

进行解绑。

5

、 修改微博、

微信、

QQ

等密码。

6

、到手机运营

商处补办手机卡。

为您支招

成功将别人支付宝内的钱转入自己支付

宝内后，通过绑定的银行卡，梁某成功取现。

此后， 梁某将这笔钱用于购买电脑、 吃喝消

费。根据梁某讲述，接下来自己网上浏览时发

现，自身行为可能是犯罪，心里害怕。随后，他

到公安机关自首，并退出了赃款。

对于梁某的自首，李飞有另外一个说法，

“发现钱被盗后，我当即和支付宝方面联系。

支付宝随即给转入账户户主留言， 并警告对

方已涉嫌犯罪。 由于支付宝账户全都是实名

制。要想找到对方，并不困难。因此，对方可能

是害怕了，这才主动投案自首。”

对于李飞这一说法，主审法官表示，目前

还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最终，青白江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梁某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主动投案自首并退出赃款，可以从轻处罚，于

是对其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法官提醒，绑定有支

付宝、银行卡的手机掉了后，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

现年21岁的梁某，家住金堂县三星片区。

去年10月一天傍晚，梁某拾得一部手机。由于

一直没有失主打来电话联系， 梁某遂将手机

留下自用。梁某称自己在把玩手机过程中，想

注册一个支付宝账号。梁某发现，失主已用该

手机注册了一个支付宝账号。

对于接下来的情况，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办案法官进行了详细介绍，“由于不

知道密码， 梁某无法登录失主之前申请的支

付宝账号。梁某使用找回密码功能，顺利找回

密码并重新设置了密码。这样一来，梁某也就

得以登录支付宝账户。”

登录支付宝账户后，梁某发现，该账户还

同时绑定了一张储蓄卡。 让梁某感到失望的

是， 包括支付宝账户和储蓄卡内都没有钱。不

过，梁某并没灰心，而是每天都留意这个账号。

到了今年3月30日，梁某再次使用该手机登录账

户时，发现银行卡内已经有钱了。“梁某先将梁

某银行卡内的钱通过快捷支付方式，转到对方

支付宝账户。 然后同样试用找回密码方式，重

置对方支付密码，最终将失主支付宝账户内的

钱，转到了自己个人账户内。”办案法官介绍。

先后， 梁某一共成功从对方银行卡内窃

取到了17201元。

当日梁某捡到的手机，为李飞（化名）所

有。整个过程当中，李飞的态度也颇为蹊跷。

手机掉了后长达几个月没有挂失。

对此，主审法官表示，侦查机关专门就这个

问题询问过李飞，李飞表示，虽然手机绑定了支

付宝。支付宝又绑定了储蓄卡。“但包括支付宝

和储蓄卡内都没钱。所以也就没管这事了。”

今年3月份，李飞购买了一辆新车，需要

交两万多元的购置税，“时间过了几个月，我

都彻底把这张卡曾和支付宝绑定一事忘记

了。我就往这张卡内存入两万多元。准备第二

天就去交购置税。没想到钱就被盗走了。”

温馨提醒

手机绑定银行卡等，千万要小心

大意失主

掉了手机不着急，刚一打钱就遭起

耐心小偷

等了5个月，终于等到卡里有钱了

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