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官雯 校对/ 梅梅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3A

被骗案例被骗案例
听信骗子蛊惑听信骗子蛊惑““屏幕共享屏幕共享””
一步步进入圈套被骗转账一步步进入圈套被骗转账

共享屏幕是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同步让对方看到，包括弹框显示短信、微
信、其他 App 推送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的任何操作，对方都能看到。

一位受害事主表示，“今年 1 月 17 日 14 时 18 分，我接到‘+65945673963’
打来的电话，通话时长 18 分 37 秒，对方自称是天津市公安局户籍管理科的民
警，说我有个从越南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非法入境记录。对方一再坚持，
之后让我报警，并帮我转接到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警察。接通后，我把我
的情况跟对方描述了一下，对方说帮忙做登记。之后说我名下的某家银行的信
用卡涉嫌洗钱，我跟对方说我没有办过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对方称我的信息可
能被冒用了。”

此后，这名“警察”让受害事主配合调查，并让其添加一个 QQ 号。受害
事主添加完 QQ 之后，“警察”便发过来一张警官证照片，之后通过 QQ 语音跟
受害事主说，让他下载腾讯会议，屏幕共享，并在 App 内加入其会议继续跟他
聊天。在这一过程中，“警察”让受害事主下载搜狗浏览器，并输入其告知的网
址，并在该网址输入“110”。

“我按照对方说的操作之后进入了一个‘官方网站’，在指定位置输入身份
证号后显示的页面居然是我确实因为洗钱案被通缉了。之后对方让我在腾讯会
议内开通共享屏幕，说要审核我的资金，并让我拦截所有的电话和短信。”受害
事主表示，此后两天时间内，他的银行卡便多次向一个陌生的银行账户转账，
都是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后来我发现自己被骗了，总共被骗 89500 元。”

反诈点评反诈点评
接到陌生电话接到陌生电话 先查询前缀鉴别真伪先查询前缀鉴别真伪

国家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本案例中受害事主接到的是+65为前缀的号码打
来的电话，搜索一下可知，+65为前缀的电话号码来自新加坡。目前的诈骗窝点主
要都设在境外，所以看到这样的境外来电大家就要警惕了。

还有，报警的正确方式是拨打110，而不是按照来电人提供的信息去拨打电话
号码，因为接听电话的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

案例中，诈骗分子发送伪造的警官证骗取受害人的信任，诱导受害人使用腾讯
会议与其沟通，逃避监管。犯罪嫌疑人甚至提供虚假网站，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确实

“犯事”了，这些做法都是在设置诈骗圈套。

登录手机银行转账登录手机银行转账 全过程处于被监视状态全过程处于被监视状态

国家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犯罪嫌疑人让受害人拦截所有短信和来电其实就
是担心警方采取劝阻措施，甚至让受害人瞒着亲人、朋友、同事去酒店开房，并阻
断所有短信和来电，便于被其完全操控。

诈骗分子利用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功能可以第一时间直观地看到受害人在手机
上的全部操作，包括登录手机银行账户转账的全过程，确保受害人完全在自己的掌
控中。

受害人被诈骗分子成功操控，在两天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向对方指定的账号转
款。实际中还有不少没有资金的受害人在诈骗分子唆使下，甚至通过网络借贷借钱
向对方指定账号转钱。

诈骗分子使用的账号都是购买而来的账号，虽然开户人和账号都清楚，却无法
跟其本人建立关联，警方很难从这些账号找到幕后是谁，这就是当前为何要在全国
推行“断卡”行动，严厉打击整治惩戒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
的原因。

如果受害人能及时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警方可以实施快速止
付，力争将被骗资金冻结在账户中。此案中诈骗分子利用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已经
完全掌握受害人转款情况，早就将赃款转移了，所以追查起来难度更大。

警方提示：不要与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这样的操作会让你在陌生人面前
毫无秘密可言。涉及私人信息，特别是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时，一定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如若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本报综合消息

学前班野蛮生长，家长
“拔苗助长”，小学一年级超标
教学……近年来，幼儿园和小
学的衔接教育领域问题频出，
备受诟病。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
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
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小学严格
执行免试就近入学，幼儿园不
得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不
得设学前班。

这意味着一度用力过猛
的“幼儿超前教育”被喊停，孩
子们或将实现从幼儿园到小
学的轻松过渡。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此举在家长中颇受欢
迎，但在不抢跑的情况下孩子
如何适应一年级的教学，也是
他们所担心的。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
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华爱华说，小学的教学
方法应当向幼儿园靠拢，而不
是幼儿园的教学方法向小学
靠拢。

压力不断下移压力不断下移

“现在学习的压力已经下
沉到幼儿园，大班的第二学
期，班里的幼儿就所剩无几
了，都忙着去上各种学前辅导
班，为一年级的知识学习做准
备了。”一位幼儿园园长说。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
究中心数学特级教师吴正宪
坦言，这是当前一种比较普遍
的社会现象。“中高考的压力
前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的心理、家长之间的攀比、对
小学学习的担忧等，导致幼儿
被迫提前抢跑，提前进入小学
期，提前学习小学的知识，提
前用小学的方法来教幼儿，让
幼儿在懵懵懂懂中就提前感
受到来自不知何方的压力。”

在吴正宪看来，幼儿自然
生长的原生态遭到破坏，这种
状态对身心均未发育成熟的
幼儿来说极为不利。学校、家
长及全社会应引起高度重视。

“学校课业负担过重”“幼
儿园小学化”是久治不愈的一
对顽疾，两者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不断取得重大成果的近二
十年，幼小衔接却越来越步履
艰难。”华爱华说。

华爱华分析，其中原因在
于中小学生的学业竞争始终
通过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各种
渠道冲击着幼儿园的课程改
革，学习压力早已下移到幼儿
阶段。“尽管幼儿园坚守着以
幼儿身心健康为本的科学教
育理念，但来自小学课业竞争
的学习压力仍然不可避免地
传导到幼儿身上。因为家长
们已从无数个上一届小学新
生家长那里得知，不提前做好
知识准备，将会‘吃苦头’。于
是，一种恶性循环开始产生。”

一批又一批的小学生家
长以自己的“教训”告诫下一
届新生家长：提前认字写字学
拼音有多么重要。导致的结
果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去社会
培训机构提前学习小学一年
级的知识，且势头越来越猛，

甚至某些幼儿园的大班，还出
现了幼儿转入校外机构提前
学习的现象。

显然，这种提前学习的即
时效应和早期竞争有违儿童
发展规律，有损儿童身心健
康，不利于儿童长远发展。近
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在小幼之
间坚持抓两件事：一是禁止小
学的招生考试；二是防止幼儿
园教育小学化。“然而由于幼
儿园大班与小学一年级之间
的巨大鸿沟，对解决入学初的
学习负担下移问题，并没有明
显的效果。”华爱华说。

缓解家长焦虑缓解家长焦虑

多年痼疾有望缓解，教育
部出台《意见》被认为意义重
大。《意见》坚持以儿童为本，
从保护儿童的成长利益出发，
明确提出幼儿园与小学衔接
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全面推
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
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减缓衔接
坡度，帮助儿童顺利实现从幼
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幼儿园、
小学教师和家长的教育观念
与行为明显转变，幼小协同的
有效机制基本建立，科学衔接
的教育生态基本形成。

“这无疑是基础教育改革
工作的正确方向，是孩子们的
福音。”吴正宪说。

《意见》首次提出了幼儿
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在
华爱华看来，这是深化基础教
育改革，落实全面育人的重大
决策。“如果这一决策得以真
正的贯彻和落实，将不仅对学
前教育，也是对整个义务教育
段的课程改革都具有标志性
意义。”

《意见》中的多个亮点备
受关注。例如，幼儿园不得提
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不得布
置读写算家庭作业，不得设学
前班，幼儿园出现大班幼儿流
失的情况，应及时了解原因和
去向，并向当地教育部门报
告。

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线
索，对接收学前儿童违规开展
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
肃查处并列入黑名单，将黑名
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
惩戒。对办学行为严重违规
的幼儿园和小学，追究校长、
园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

“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
家长普遍感到焦虑，对孩子抱
有过高期望。校外培训机构
开展超前培训，推波助澜；一
些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课程
内容迎合家长。这些不规范
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破坏了教育生态，
必须加强规范引导，确保儿童
身心健康成长。”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负责人说。

在缓解家长焦虑上，《意
见》提出，幼儿园和小学要把
家长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建
立有效的家园校协同沟通机
制，引导家长与幼儿园和小学
积极配合，共同做好衔接工
作。要及时了解家长在入学
准备和入学适应方面的困惑

问题及意见建议，积极宣传国
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要求，宣
传展示幼小双向衔接的科学
理念和做法，帮助家长认识过
度强化知识准备、提前学习小
学课程内容的危害，缓解家长
的压力和焦虑，营造良好的家
庭教育氛围，积极配合幼儿园
和小学做好衔接。

《意见》还明确，要改变过
度重视知识准备，超标教学、
超前学习的状况，规范学校和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教学行
为，合理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
适应，做好科学衔接。要防止
和纠正把小学的环境、教育内
容和教育方式简单搬到幼儿
园的错误做法。

健全评价体系健全评价体系

《意见》为家长和孩子们
带来福音，但也有家长在受访
中表现出了他们的些许担
忧。担忧集中在“幼儿园不得
设学前班，‘不抢跑’孩子是否
能适应一年级的教学”这一问
题上。

事实上，这也是《意见》想
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华
爱华说，《意见》明确，要使幼
小之间的坡度变缓，必须加强
两个学段之间教育的连续性，
同时改变的是幼儿园向小学
靠拢还是小学向幼儿园靠拢
的思考逻辑。

《意见》明确了两个阶段
“双向衔接”的任务，即幼儿园
为入学准备和小学的入学适
应。从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
求而言，各级学校在课程内容
方面应当是逐级向上衔接的，
而从人才发展的连续性规律
而言，各级学校在教学方法方
面应当是逐级向下衔接的。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窦桂梅指出：“学前教育和小
学教育各具特点，幼儿园教师
努力‘送一程，再送一程’向小
学衔接，小学教师也在努力向
前‘接一站，再接一站’，两者
之间如何顺利对接是幼小衔
接的关键。”

华爱华认为，“双向衔接”
的实现有赖课程教学改革的
实践研究，而课程教学改革要
解决的问题是“增效”。《意见》
要求小学低年级“适度减少课
程内容，减缓教学进度”，从而
达到“减缓衔接坡度”的目
的。“‘增效’意味着单位时间
内的高质量，增效也意味着为
学生丰富人生经验，拓展兴趣
留出时间，确保全面发展。”这
就需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
对待教与学，比如小学的作业
量多少合适，用什么方法来强
化知识最有效，学习中的无用
功占了多少时间等。

窦桂梅还提出，要健全评
价体系，多方参与反馈。“就评
价标准而言，学校可以聘请有
关专家，制定幼小衔接工作评
价指标，如学生日常表现评价
表等，小学、幼儿园、家庭及社
会都应参与评价，积极为儿童
入学适应工作提出合理的建
议和恰当的反馈，并将其应用
于下一阶段幼小衔接工作的
计划中。” 本报综合消息

手机屏幕共享成诈骗新套路
如果有陌生人给你打电话，并提到腾讯视频会议、共享屏幕等

字眼，你要当心了，这很可能是诈骗。近日，国家反诈中心发现，有

不法分子利用腾讯会议的视频会议、共享屏幕等功能实施诈骗。

国家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类诈骗中，骗子往往诱导受害

人使用腾讯会议内的共享屏幕功能。一旦受害人使用此功能，即使

诈骗分子不主动询问，也能看到受害人手机上的所有信息，包括输

入密码时跳动的字符、收到的验证码等，从而转走受害人卡内资金。

幼儿超前教育被喊停引热议幼儿超前教育被喊停引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