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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强大的生命力，
让人惊叹！”近期
以来，在
湖入水口白鹭捕食
区，一只独腿小白鹭引起了市民
的关注和赞叹。
据了解，这只白鹭最早被人
注意到，是今年的7月下旬的一
天，当时它的右腿断了，仅有一
点皮肉连着。那时它的个头还很
小，似乎刚出生不久，看起来非
常瘦弱。
许多人认为，小白鹭会被残
酷的自然生存法则淘汰掉。
“两个月过去，它竟然渐渐
长大了，
而且变得强壮了。”经常
在
湖拍摄白鹭的市民关先
生惊喜地告诉晨报记者，这只白
鹭重新被关注到时，它的残腿已
经掉了，但是个头与普通的成年
小白鹭无异。
人们无法想象，这只小白鹭
经过了怎样的痛苦磨砺，才有了
今天的成长。
根据观察，这只小白鹭因为
断腿，起飞与降落都比正常的白
鹭来的慢半拍，似乎是要特别小
心才能站稳。它也不能像其他白
鹭一样，休息时用自己的爪子挠

头，
理顺头上漂亮的翎毛。它似乎
还有些孤僻，经常独自立在最角
落，
从来未见它与同伴打闹嬉戏。
不过，只要在空中，它飞翔
的技艺一点也不输于其他白鹭，
甚至可能更胜一筹。
湖开闸
时，它可以在奔流的白水之间飞
掠而过，准确地捕捉到跃出水面
的小鱼。
如今，它可以算是
湖上
的一个小小明星了。常来
湖
观鸟的市民，几乎没人不知道有
这样一只小白鹭的存在，并经常
将镜头对准它矫健的身姿，记录
它成长的点点滴滴。
聊起它来，市民们常亲切地
称它“鹭坚强”。
“如果是其他地方，它的成
长可能就没这么顺利。” 市民
关先生认为，得益于厦门近年
来对
湖环境的有效保护，
湖中鱼虾成群，小白鹭才有了
充足的食物。
湖的“鹭坚强”还在继
续茁壮成长，未来还将进入发情
期。市民们希望，它能顺利找到
自己的伴侣，
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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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贷款来还信用卡。10月5日，
吴先生接到来电，对方自称是
“小牛普惠”的工作人员，表示
国庆假期，很多市民朋友
吴先生可以在他们这里申请贷
惬意得享受着休闲时光，但一
款，并让吴先生添加一个微信
些骗子却没闲着，想趁机捞一
号以便快速放款。
把。昨日，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发
吴先生添加微信后，对方
布数据显示，
10月1日至7日，全
让吴先生下载 “小牛普惠”
市共接报电信网络新型诈骗警
APP并注册账号。之后，
对方以
情124起。警方提醒市民，长假
吴先生“账号不对”“证明还款
过后，骗子可能会发 “车辆违
能力”等理由，
让吴先生先后通
章”“聚会照片” 等诈骗短信， 过微信转账1.
1855万元。
大家不要轻信短信内容，不要
据厦门市反诈骗中心统
轻易点击附带链接。
计，今年国庆7天假期里，贷款
类诈骗警情位居各类诈骗警情
%&'
之首，多数情况下，都是受害者
YZ[\]^_`77ab 确实有贷款需求并事先在网上
今年5月，莫女士通过探探
填写个人信息后，就接到诈骗
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叫 “张
嫌疑人的电话。
承”的男子。“张承”自称是台
%*+
湾人，
在大陆做生意。经过一个
lmnopqrs76a
多月的热聊，双方确定了男女
朋友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国庆期间，
“张承” 称国庆期间想来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依然延续24
厦门找莫女士，可入境厦门需
小时的工作机制，时刻守护着
要一笔11万元的费用。
市民的钱袋子。
莫女士表示，通过之前的
10月3日，小徐在微信小程
接触，她相信“张承”确实遇到
序的一款游戏里看到有人低价
困难，
于是就向其转账11万元。 出售游戏币。他联系对方后，
对
转账后，
“张承” 表示，他
方先后以“保证金”“解冻金”
会在10月2日来厦门找莫女士， 等理由，让小徐陆续转了6688
但从9月27日开始，莫女士就联
元。到了10月6日，对方让小徐
系不上“张承”，直到10月2日， 继续转账时，小徐意识到被骗
莫女士才意识到被骗并报警。
并报警。
反诈骗中心立即启动银行
%()
紧急查询止付机制，最终在11
4cdefghijk
个账号中成功冻结涉案资金12
因临近信用卡还款日，手
万余元，有效避免了市民群众
头拮据的吴先生想通过网上申
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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