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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应提高信息风险防范意识
日前，李女士到邮储银行望春某网

点柜台办理业务，疑惑自己的账户为什
么会远程登录网上银行进行理财赎回，
短信提示该账户通过个人网银办理理财
产品赎回45万元。银行工作人员仔细
查询后台系统，未发现系统漏洞或其他
非人为问题。正当大家都毫无头绪时，
网点电子屏不断播放近期热门的“反
诈”主题宣传视频，工作人员灵机一
动，询问客户近期有无网络交易等行
为，客户想到前几天接到“淘宝客服”
电话称其淘宝购物时出现问题，需要客
户提供身份证号码和手机验证码进行登

记处理，并引导客户远程输入密码和短
信验证码。经仔细查看客户账户明细，
除通过网上银行赎回理财产品45万元
外，还通过快捷方式转出2460元，因
客户未订制账户变动短信业务，也未绑
定微信银行、下载手机银行，客户对快
捷转出的金额也毫不知情。银行工作人
员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网络诈骗事
件，由于理财产品赎回需要3个工作日
到账，所以该笔资金还是在途状态，工
作人员立马为客户办理电子银行撤销业
务、变更银行卡密码，及时拦截在途被
骗资金。鉴于悄无声息被转出的2000

余元已经到账无法撤回，工作人员建议
客户报警，并现场为客户开展反诈知识
普及。在工作人员的反复提醒劝说下，
客户意识到简单的信息泄露可能引发意
想不到的被骗后果，随后前往公安机关
寻求帮助。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提醒广大金融消
费者：对于陌生人的电话和陌生号码发
来的短信，请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对方的身份和说辞。网络购物、电子付
款，安全支付第一位，涉及金钱事项时
应及时登录平台正规渠道或与官方公布
的联系渠道进行沟通。

对此，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切勿向他人透露个人金融信
息、财产状况等基本信息，也不要随意
在网络上留下个人金融信息。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马榕 蒋天宙 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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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客口中的“老王”，就是老
板王志祥，他是个地道的宁波人，
今年69岁。妻子肖凤云是东北
人，今年68岁。夫妻俩打理着一
家不足20平方米的水饺店，一人
负责揉面、擀皮子和煮饺子，一人
负责包饺子。烟火气的背后，藏
着岁月静好。

虽然这家水饺店不起眼，生
意却不错，一天能卖1500多个水
饺，夫妻俩要从早忙到晚。很多
客人甚至从北仑、慈溪赶来，就为
尝一口地道的东北饺子。来这里
的大多是熟客，能说会道的肖凤
云常常一边包饺子，一边和客人
拉家常。这两天，她常常念叨起
店里的这面白墙。“附近的工人一
大早帮我刷的，都没收钱，连一碗
水饺都没吃就走了！”

这件暖心事就发生在刚刚过
去的中秋小长假。9月20日大
清早，水饺店来了3个手持滚轴
和涂料的“特殊客人”：“老板，我
们是来帮你们刷墙的！”

“你们真的来了？”
看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

夫妻俩意识到，这次工人们当真
了。

“前两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和
我们说起，工地里的师傅想帮忙
来刷墙。我怕太麻烦他们，就谢绝
了，没想到他们还是来了！”得知
水饺店不做早餐生意，几个工人
特意赶早，8点不到就到了店里。
师傅还特意嘱咐了一句：“我们就
把墙刷刷白，保证两三个小时就
完成，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

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帮忙
搬桌椅，在地面铺上塑料膜，拿起
刷子清理墙面上的灰尘，最后再
蘸上涂料，一层层粉刷。

看着大伙儿忙碌的样子，夫
妻俩挺感动。“这些人真实诚，说
来刷墙，真的就来了！”

“我们吃了两回免费水饺，这
次来刷墙，算是一份心意！”3个
工人都来自附近老小区改造项目

工地的。
不善言辞的于恒标师傅今年

68岁，老家在江苏，来宁波快一
年了。两次台风来袭，他和工友
们都住在东柳小学的避灾安置
点。外面风大雨大，那天王志祥
为避灾人员送去了热腾腾的水
饺，大家都挺感动。“我看到水饺
店老板的衣服都被打湿了，他很
细心，还给我们带来了蘸料。这
水饺的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
了！”

其实，大家对这家水饺店并
不陌生，工友们来吃过几次。“虽
然这家店看起来挺破旧，墙都黄
了，但水饺真是香！”

为了不影响夫妻俩做生意，
工人们忙乎了两个多小时就“速
战速决”。

“看他们弄得满头大汗，我
请他们坐下来吃几碗水饺，他
们硬是不肯吃，匆匆离开了。”
看到焕然一新的白墙，肖凤云
总觉得心里有些愧疚。水饺店
是1994年开张的，有七八年没
有刷过墙了。前几年，曾有客
人提议，帮他们免费刷墙，但都
被婉言谢绝了，夫妻俩有自己
的坚持。

“来我们这里吃的大多是老
客人，附近学校毕业的孩子经常
回来吃一碗。我打听过了，刷个
墙可能要3天，太耽误事了。要
是客人大老远跑来，没地方吃可
咋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夫
妻俩几乎365天全年无休，只在
春节期间休息几天，就是不想让
客人扑空。

记者现场采访时，特意找到
了参与刷墙的于恒标师傅，他有
些不好意思，连称这就是“顺手的
事”：“我们吃了好几回水饺，刷刷
墙，就当是付饺子钱了！本来我们
可以做得再工整一些，阿姨要开
店做生意，我们弄完就走了……”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罗萍
通讯员 刘潇 赖敏峰

工人们正在刷墙。 记者 刘波 摄

3名工人走进水饺店刷完墙就走
白墙背后有一个很暖的故事

在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柳坊社区，藏着一家不起眼的网
红水饺店，没有店名，没有菜单。但开店27年，也火了整整
27年。

昨天中午，有老客走进店里，忍不住调侃一句：“老王，
店里总算刷墙了！感觉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面白墙背后还有一个很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