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平台 “中佳易购” 安徽六安
区域四名代理人向 2217 名商户吸收
资金 2.8 亿余元， 造成加盟商保证金
合计损失1.5亿余元， 非法获利近 1600
万元。 近日，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 判处被告人王孝磊有期徒刑六
年， 并处罚金 30 万元； 其余三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五年六个月至四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违法所
得予以追缴并返还被害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 ， 2014 年 ， 汪
志三等人依托浙江万银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建立 “中佳易购” 电子商务平
台。 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 通过发展
区域代理商扩张、 诱骗、 吸引商户加
盟、 蛊惑会员消费的手段推广。

2015 年 4 月 被 告 人 王 孝 磊 将

“中佳易购” 平台经营模式引入六安
市， 并联系被告人韩勇、 郭玲、 韩孝
勇三人共同经营。 四被告人与浙江万
银公司经过协商， 分别取得六安市金安
区、 裕安区、 金寨县、 霍山县 “中佳
易购” 区域代理权。 为便于开展业务，
四被告人商定采取 “抱团经营” 合伙方
式开展业务， 并通过开推介会等方式进
行宣传， 以 “消费返利” 吸引会员消
费 、 招揽商户加盟 ， 以充新还旧方
式， 不断向不特定公众吸收保证金。

2017 年 1 月 “中佳易购 ” 因出
现资金链断裂， 导致消费会员积分
无法 再 次 消 费 ， 加 盟 商保 证 金 无
法返还 。 经审计 ， 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 四被告人通过 “中佳易购” 新、
老平台累计招揽加盟商户 2217 户， 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 （商户充值） 2.8 亿

余元 ， 加盟商
保证金合计损
失 1.5 亿余元 ，
四被告人共获
利 近 1600 万
元。

法 院 审 理
认为 ， 被告人
王孝磊、 韩勇、 韩孝勇、 郭玲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 数额巨
大， 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 性
质、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
态度，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在此提醒， 消费者一定要区分消
费及投资的概念。 辨别 “消费返利”
骗局。

（据长沙打非专线）

捉“谣” 记

朋友圈 52020.11.18 |�责任编辑 贺菲菲 |�美术编辑 王婷 |�投稿邮箱 jinyingbao110@163.com

金融卫士

近日， 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了一
幅 11 米长的 《清明上河图》 手撕画。
画卷上各色人物、 大小船只、 门楼、
拱桥……惟妙惟肖。 整幅作品从绘制
手稿到全部完成， 耗时近一年。

奶奶抓来一只“蝴蝶” 相伴
撕纸技艺从此扎根于心

手撕画来自民间， 是一种以手为
剪， 以撕代笔， 通过手撕、 整形、 粘
贴而形成的民间独特的传统艺术。 和
很多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一样， 掌握这
门技艺的人并不多。

64 岁的刘杰老人是辽宁葫芦岛
“连山手撕画” 的第四代传人， 一张
红纸只要到了他的手中， 就像被施了
魔法， 可以千变万化。 这幅 《清明上
河图》 的作者就是他。

刘杰说： “小时候奶奶就逗我说
给你抓只蝴蝶来， 然后她就在被窝里

撕出一张小蝴蝶， 往窗户上一贴， 月
光一照， 一只蝴蝶。” 奶奶用爱呵护
着刘杰的童年， 也将这门神奇而又古
老的技艺扎根在了一个孩子的心底。

《清明上河图》
竟成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合作

刘杰发现， 撕纸这门技艺正在悄
悄淡出人们的视野。 为了让更多的人
了解、 喜爱古老的民间撕纸艺术， 刘
杰决定尝试创作手撕画版 《清明上河
图》， 用这种方式唤醒大家对手撕画

的关注。
整幅作品中最难的就是横跨汴水

两岸的木桥。 刘杰的父亲是机械工程
师， 精通画图， 这座桥的手稿就是父
亲和刘杰一起完成的。 但谁也不会想
到 ， 这竟是父子的最后一次合作 。
“开始撕桥的时候， 我跟我爸说开始
撕桥了。 刚上手不长时间， 突然我爸
心肌梗塞， 2 分钟人就没了。”

带着深深的遗憾 ， 刘杰用整整
10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整幅 《清明上
河图》。 在捐赠给世界技能博物馆的
留言簿上， 刘杰写道： “希望手撕画
这门古老的手艺， 在青少年手中发扬
光大……”

创新撕纸技法
传承推广手撕画

“你拍一、 我拍一， 红纸对折要
整齐； 你拍二、 我拍二， 红纸对折分

四半； 你拍三、 我拍三， 半圆的脑袋
在上边……” 像这样的顺口溜是刘杰
根据自己撕纸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撕纸
步骤， 每一个图样他都一一标注好分
解动作， 便于学习者反复练习。

刘杰受小时候奶奶在被子里撕纸
的启发， 自创了 “盲撕” 的绝活， 在
蒙上眼睛的情况下手指翻飞， 撕出各
种漂亮的图样。 “把眼睛一蒙， 这时
候我再一撕， 观众特别是小孩， 非常
愿意看。” 只要是能够让人们对手撕
画产生兴趣， 刘杰都愿意尝试。 他还
从陶器、 皮影等其他民间艺术中吸取
营养， 对传统的撕纸技法进行创新。

手撕画里有刘杰童年的快乐， 也
有对亲人的思念。 现在， 他不仅要继
续把手撕画撕好， 还要为手撕画这门
古老的艺术找到新的传承人， 让手撕
画在更多的孩子心里 “种草”。
（据央视新闻公众号）

近段时间， “别人家的老师” 轮
番上热搜， 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晚自习老师给学生传小纸条

还记得那些年， 我们在课堂上传
过的小纸条吗？ 近日， 河北廊坊一名
高三男生在晚自习时， 收到老师的手
写小纸条， 表扬他最近有进步， “小
天宇， 最近表现不错， 拜托继续努力一
下下。” 男生看完后将小纸条小心收好，
并看着老师回了一个开心的笑。

写纸条的李老师表示 ， 有时对
学生的鼓励可能不用太张扬， 也不
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 “这是一种
爱的传递。”

老师试卷上画表情包鼓励学生

11 月 9 日， 河南洛阳一位 90 后
小学英语老师 ， 晒出自己给考满分
的学生的 “特殊奖励”。 老师在每一
张满分试卷旁画上 不 同 的 “ 表 情
包 ”， 再加上自己的寄语以示表扬
和鼓励 。 试卷上的每一个表情包，
都有用铅笔打草稿的痕迹， 可见老师
的用心。

这位老师说： “可爱的表情包是
给考满分同学的奖励。 学生们看到还
挺开心的 。” 表情包每张都不重样 ，
“未来可期” “花花给你” “努力啊”
“别骄傲哦” ……

这束光给学生温暖与力量

日前， 湖南醴陵一位高中女生因
比赛没发挥好， 在场外哭泣。 负责组
织的老师路过和几位参赛同学打开摩
托车灯搭建出 “临时舞台”， 陪着女
孩在黑暗中将参赛歌曲重唱了一遍，
事后女孩对老师说 ， 那束黑暗中的
光， 让她感受到了温暖。

可爱的老师还有很多： 美术老师
教学生用钩编技艺制作特色美食、 中
学老师给学生制作惊喜盲盒墙、 数学
老师配合古诗词用山水画板书……不
得不说， 这些老师都太优秀了。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泡面桶壁涂满蜡， 会溶进开
水中？ 不可能

【谣言】 为了食用方便， 一
些高温冲泡类的速食食品 （如泡
面、 冲泡奶茶等） 使用可盛装的
纸盒做包装， 其内壁也涂了一层
防水层， 有些人误以为这层防水
物质是石蜡， 食用后对身体有
害。

【真相】 对于这类合规上市
的产品， 其内壁的防水层其实是
聚乙烯镀膜。 并且， 聚乙烯镀膜
的熔点高达 110 摄氏度， 即使水
烧到最热， 也只有 100 摄氏度，
是不可能被溶解掉的。

速食炸物用地沟油， 吃多了
会致癌？ 是误解

【谣言】 作为速食界的“扛
把子”， 方便面背负了很多误解。
一些人认为方便面等速食是用地
沟油炸过的。

【真相】 大多数品牌的油炸
方便面都使用棕榈油加工。 虽然
棕榈油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50%， 但由于其耐炸、 炸后不变
色等特性， 不仅不会导致人体内
胆固醇升高， 反而会降低人体血
清中的胆固醇， 有利于调节血
脂。 物无美恶， 过则为灾。 其实
再有营养的食物吃多了都会变得
不健康， 重要的是要营养均衡。
总之， 速食食品并没有我们想象
中那么可怕， 只要购买正规品牌
的产品， 遵循产品食用和保存要
求， 注意每日营养搭配及食用
量， 还是可以适当食用的。

（据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惊艳之作！老人“手撕”出 11 米清明上河图

暖新闻

暖心纸条、 花式表情包鼓励……这些老师太有爱了

加盟商损失1.5亿，中佳易购四名代理人非法集资获刑

手撕版《清明上河图》

下载金融卫士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