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我们常听人说，这人面色苍
白，体弱多病，气血不足。你知道，气血
是什么吗？

《黄帝内经》认为，“人之所有者，血
与气耳。”气，是推动人体生命运行的能
量，在人体内运行不息而又无形可见，使
人体各种机能活动协调平衡和稳定有序；
血，是人体生命的支柱，中医认为血具有
营养身体、养育心神、调节津液、维持阴阳
平衡、抵御外邪等功能。

“气血失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
血充盈，百病不生”（摘自《黄帝内经》）。
气血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如果气血不足，人体的部分功能可能会减
弱或发生病变，比如导致头晕、失眠和健
忘、疲劳和乏力、心悸和失眠、嘴唇和四肢
部分指甲苍白、胸闷，食欲减退等等。

福牌是一家与东阿齐名的阿胶公
司，知名度虽然不及后者，但医院内的销
量甚至比东阿阿胶还要庞大。历史记
载，品牌“福”字由咸丰亲笔御赐，之后，
福牌阿胶一直是清廷贡品。

1955年，以福牌阿胶公司为班底成

立了新中国第一家阿胶厂。今天的阿胶
两巨头——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皆由

该公司分化而来。在行业内，还有福牌
阿胶是东阿阿胶师傅之说。 周皓亮

中老年人久病、大病后身体虚弱
福牌补血特价活动别错过，低于零售价6折

福牌补血口服液（国药准字 Z109200S7）是福牌公司销量仅次于阿胶的知
名产品，由阿胶、党参、黄芪等多味药材配伍而成，有“补益气血，滋阴润肺”功
效，用于“气血两虚所致的久病体虚、目昏、虚劳咳嗽”(鲁药广审（文）第
2019090594号)，中老年朋友久病或大病后可以吃一些。

40支装药店零售价352元/份，宁波晚报养生汇优惠价218元。每支20毫
升，早晚各一次，一份可以吃20天，两提一疗程396元。活动截至4月30日。

咨询电话：87228361 地址：永寿街6号

◆活动链接 药店352元/盒 优惠价低至198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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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骗子手法如何翻新、借口如何包装，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目标离不开转账、汇款，
因此，市民不要轻信骗子花言巧语的返利诱惑，网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快递丢件时直
接与网店卖家联系，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贷款不轻信低门槛低利息的“好事”，牢记正规网
贷平台不会主动要求用户注册账户，网贷账户注销也与个人征信无直接关系，切记要提
高警惕，不向陌生账户汇款。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沙艳

民警梳理最近发生的网络电信诈骗案

这四类骗局
近期要特别当心
骗子总会要求转账
不向陌生账户汇款很重要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学校陆续复课，诈骗分
子也开始活跃起来，网络贷款诈骗、快递丢件诈
骗、冒充客服销账号、网络投资诈骗等花样百
出。仅4月份，鄞州公安分局塘溪派出所就受
案6起，针对诈骗警情多发情况，昨天，民警特
意梳理了几起典型案例，希望市民提高警惕，严
防死守“钱袋子”。

2020年2月，蔡先生用
手机上网时突然弹出一个
链接，点进去，是一款名为

“六福宝”的返现软件，里面
罗列了很多投资项目，看起
来十分正规。客服又一再

保证只要投资就有收益，投
资越多周期越长收益越大，
短期的充500元就能返现。

蔡先生有点心动，试探
性充值了500元，3天后，
531元到账，蔡先生这下深

信不疑，又陆续充值了好几
笔。数额不大的这几笔很快
获得收益，但其他几笔大额
投资过了期限却始终没有兑
现。蔡先生这才清醒过来，
发现被骗了近5万元。

4月13日，小琳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平台金
融注销客服，小琳在2017年
读大学时开通了账户，目前银
行因业务不成熟需要注销这
些账户，但注销前提是必须保
证账户所关联的APP余额为
零。小琳只记得确实有在该
平台开通账户，但不清楚具体

账户类型，便按对方所说向账
户关联的两个APP借款1.2
万元，并转款到对方提供的账
户。冷静下来后，小琳意识到
上当受骗，立即报警。

类似套路，小周也有遭
遇，骗子换了一个借口，称
小周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注
册过“学生贷”，可以通过

QQ语音教小周注销“学生
贷”账号。通过语音聊天方
式，对方指导小周下载多款
APP进行贷款借款并转款
至指定账户，总计 1万余
元，但小周始终没有收到所
谓的注销短信，在对方以吃
饭为由挂断QQ语音后，小
周清醒过来，急忙报警。

骗局四 注销贷款账户诈骗

骗局一 投资得返现收益

民警提醒

4 月 14 日，陈先生因
急需借钱周转，在网上看到
能够低利息、低门槛借款
时，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贷
款 APP，因为只需 6 厘利
息，陈先生觉得挺便宜，便

填写了姓名、收入、房屋、银
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请，也根
据客服要求向指定账户转
账1000元公证费。本以为
3-5分钟后能到款，可客服
却称合同里银行卡填写错

误，陈先生立即意识到上当
受骗，要求对方退款或放贷
都被拒绝，陈先生仔细查看
该款APP，发现和正规贷
款APP并不是同一个，连
忙到派出所报案。

骗局二 网络贷款低门槛低利息

4月17日，叶女士接到
自称是快捷赔付中心客服
的来电，想到自己刚好有丢
包裹，便添加了对方微信，
并发送快递单号。

交流期间，叶女士按对
方要求不挂断微信通话，通

过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
息，完成注册需要发送验证
码，叶女士便输入收到的验
证码，可是一直没有显示注
册成功。对方称，这是由于
叶女士的网络问题，可以帮
忙测速，但得提供验证码。

叶女士信以为真地告知了
验证码，对方又说网速正
常，叶女士便继续点击获取
二维码，3次验证码都告诉
了对方，直到收到3000元
消费提醒信息才赶紧挂失。

骗局三 快递丢件在线快捷赔付

某诈骗某诈骗APPAPP界面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