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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诈骗手段，杜绝轻易汇款
近日，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急匆匆

地来到华夏银行某营业网点，准备通过
ATM 机汇款。由于老人操作不太熟
练，当值的大堂经理主动上前帮助客户
办理汇款业务时，发现老人的汇款地为
外地，且表情紧张，动作有些慌乱，不
太愿意和大堂经理交流。

由于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较
多的老年人成为受骗对象，损失了自己
的养老钱。因此大堂经理凭着职业习惯
主动和老人攀谈，询问一些汇款关键信
息，放慢汇款的速度。

通过初步了解，老人接到陌生电
话，对方自称是外地某法院的，要求他
把钱汇入指定的“专用账户”，以洗清
自己涉嫌洗钱的嫌疑，并且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

大堂经理基本确定老人可能遭遇了
电信诈骗，眼看他就要按下转账确认
键，大堂经理立即劝阻。面对老人一脸
疑惑，大堂经理给他详细分析了骗子的
诈骗手法以及实际的电信诈骗案例，并
让他再打电话核实时，骗子电话已经打
不通。此时，老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并称差点损失了积攒好多年的养老
金。

据华夏银行宁波分行相关负责人
分析，如今，电信网络新型诈骗案件
花样不断翻新，除了以上常见的电话
诈骗形式外，一些客户还会被不法分
子的“无息贷款”“高收益理财产品”
等承诺所欺骗，泄露手机号码、短信
验证码、身份证正反面照片、银行卡
卡号、支付密码等个人敏感信息后遭
受财产损失。

华夏银行宁波分行提醒金融消费

者，请妥善保管您的个人金融信息，提
高警惕，增强防范电信诈骗的能力，保
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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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天下
午，第十四届全运会举重男子73
公斤级比赛因为两届奥运会冠军
石智勇的参加而变得备受瞩目，最
终，他两破全国纪录、两超世界纪
录，以抓举170公斤、挺举195公
斤、总成绩365公斤毫无悬念地卫
冕成功。

4年前，石智勇曾以抓举160
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58
公斤夺得天津全运会冠军。这次
来到西安，他报名的总重量是355
公斤，其他选手报名总重量最高的
是福建选手袁程飞，340公斤。

为了这场比赛，石智勇铆足了
劲。赛前就有专业人士指出：“虽
然从东京回来之后，石智勇的训练
不够系统，但伤病控制得不错，心

气也很足，他渴望在全运会上再破
纪录。”

比赛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石
智勇因为开把重量最高，最后一个
登场。160公斤的抓举开把对他
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重量，只见
他两足开立，双手握住杠铃……一
鼓作气，教科书般地举起杠铃。

接下来两把，石智勇越战越
勇，加5公斤，再加5公斤，将抓举
成绩锁定为170公斤，打破了他自
己保持的169公斤全国纪录，同时
也超过了世界纪录。

挺举比赛中，石智勇更加得心
应手，190公斤、195公斤两把试
举成功后，他放弃了第三次试举，
最终以总成绩365公斤破全国纪
录、超世界纪录夺冠。

两破全国纪录 两超世界纪录

石智勇成功卫冕

当汪顺在全运会上披荆斩棘之
际，另一位宁波选手钟齐鑫却正经
历着最难熬的时刻。

21日，全运会攀岩速度赛八分
之一决赛，钟齐鑫因抢跑被淘汰，止
步16强。这是他继错失东京奥运会
参赛资格后，又一次受挫。32岁的
他是否还会坚持在心爱的赛道上？
赛后钟齐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钟齐鑫一直是中国速度攀岩领
域的“标杆”。在攀岩进入奥运会之
前，他拿遍了国内各类速度攀岩比
赛的冠军，在国际比赛中也有非常
好的成绩：2009年，夺得世界攀岩
锦标赛15米、10米标准赛道速度
赛第一名，并以6秒64打破世界纪
录；2011年，获全国攀岩锦标赛男
子速度赛冠军；2012年9月，获攀
岩世界杯男子速度赛冠军；2015年
获国际攀联世界杯年度总冠军……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是多么
希望速度攀岩能够成为奥运大家庭
中的一员。然而，天不遂人愿，直到
2020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才被列
入。此时，他的体能、身体状态都面
临走下坡路。

“里约奥运结束后，攀岩被选为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我想，
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次机会呢？我思
虑了很长时间，也和家人一起商量，最
终选择重新回到赛场并把参加东京奥
运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毕竟对于运动
员来说，如果能够参加一次奥运会，人
生就算不留遗憾。”钟齐鑫说。

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东京奥运会攀岩只设男女各一枚金
牌，选手需要参加速度、难度和攀石
三个项目，然后根据三项的综合成
绩来决定最终名次。这对于过去十
多年一直把训练侧重点放在速度赛
上的钟齐鑫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一下子要增加两个项目对我

来说是很困难的。再说我作为速度
赛选手，长期以来爆发力好而耐力
不足，体重也比一般难度赛选手差
不多重10公斤，这些都是我需要咬
牙迈过去的坎。”

克制住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
钟齐鑫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
2019年，他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攀岩
世界锦标赛，如果成功，就将获得东
京奥运会资格，并成为中国第一个
参加奥运会的攀岩运动员。“如果我
正常发挥，拿下奥运资格应该不在
话下。但是，很多时候你越渴望什
么就越是容易出现意外。”

八进四比赛中，钟齐鑫因为抢
跑被判负，奥运会资格就这样丢
了。“当时我内心的难受根本无法用
言语来形容。没办法，竞技比赛有
它的游戏规则，犯规了就要被淘汰，
就是这么残酷。”

随后因为疫情，仅剩的一次能
助他获得奥运资格的亚锦赛一再被
推迟，直至取消，钟齐鑫前往东京的
希望彻底破灭。难道职业生涯就此
结束？担任浙江攀岩队教练兼队员
的他仍旧不甘心，经过认真思考，决
定把参加陕西全运会和杭州亚运会
当做新目标。

这次钟齐鑫来到全运会，承担
了两个任务——把自己的比赛比
好、带领浙江队员参赛。最终，弟子
陈勇辰获得攀岩难度赛第五名，他
却又一次因为抢跑，抱憾离场。

钟齐鑫觉得特别遗憾。“确实很
想拿下比赛，但没做好。几次出现抢
跑问题，肯定需要好好总结一下。”但
他并不会因此否定自己，而是继续积
极面对挑战，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全
运会前有肩伤，训练并不是很系统，
调整了很长时间，接下来会重新制定
一个计划。期待亚运会上有好的表
现。”钟齐鑫说。 记者 邹鑫

错失奥运资格 全运会因抢跑被淘汰

钟齐鑫下个计划瞄准亚运会

本报讯（记者 邹鑫）在昨晚
结束的全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
泳接力决赛中，宁波选手汪顺领衔
联合队，以7分12秒06的成绩夺
得冠军。至此，汪顺已拿到了本届
全运会第5枚金牌、个人4届全运
会的第14枚金牌。

本届全运会游泳比赛从19日
开始，汪顺先是在400米混合泳项
目摘金，随后又带领浙江队拿到
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和4×

2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在如此
高强度地展开预赛、半决赛、决赛
的情况下，汪顺状态不减，体能不
降，夺金势头不停。21日，他又斩
获个人200米自由泳金牌；昨天再
次入账一枚接力金牌。

今天，全运会游泳比赛还将继
续，属于汪顺的个人表演依然没有
止步。他将参加东京奥运会夺金项
目个人200米混合泳决赛。相信金
牌不会旁落，期待汪顺第六金！

夺冠如探囊取物 汪顺再添一金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21110期：
11 14 29 31 32 11 12
20选5第21255期：
03 05 08 12 13
排列5第21255期：9 1 7 2 2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3D第2021255期：1 6 7
七乐彩第2021110期：07 08 12 23 24 25 27 10
6+1第2021110期：7 6 0 1 9 4 猪
15选5第2021255期：02 04 05 11 12
快乐8第2021255期：02 09 15 16 26 29 34
37 38 40 41 47 48 50 53 55 56 57 66 80

钟齐鑫钟齐鑫

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天的
全运会女子撑杆跳高比赛，有5
位浙江选手参加，其中包括第四
次参加全运会的宁波名将李玲。
最终，李玲以4米70问鼎，平个人
最好成绩，弥补了东京奥运会上
的遗憾。

4米30、4米40、4米50这三

个高度，李玲都是一次过杆。第二
次试跳4米60成功后，李玲金牌
到手。此时她的最有力竞争者徐
惠琴已经止步4米55。

在现场观众的助威声中，李玲
继续挑战新高度。她先是跳过了
4米70，平了个人最好成绩，接着
冲击4米75，遗憾未能如愿。

平个人最好成绩 李玲撑杆跳高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