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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食食很很好好看看，，只只是是未未红红脸脸
——— 请看本报记者在济南拍摄的月全食

话话费费积积分分兑兑奖奖骗骗局局让让多多人人中中招招
聊城有伪基站冒充移动发诈骗短信，警方提醒陌生网址不要轻易打开

一一把把钥钥匙匙竟竟能能打打开开两两辆辆摩摩托托车车
业内人士：车放在无人看管地方最好再加把锁

本报烟台10月8日讯（记
者 于飞） 牟平区的孙先生
下班后找不到自己的摩托车
了，他以为车被盗赶紧报了
警，民警正准备立案侦查时，
摩托车居然找到了，原来是
孙先生的工友有一辆与孙先
生一样的摩托车，他下班后
错 将 孙 先 生 的 摩 托 车 骑 走
了。工友手中的车钥匙，竟能
打开两辆车，着实把两人都
惊了一下。

牟平区的孙先生在一处
工地打工，他下班后要骑摩托

车回家，可是4日下午他到停
车棚去却找不到自己的摩托
车了，于是便报警求助。系山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勘
查后，也并未发现可疑之处，
民警正在忙着立案时，孙先生
突然说摩托车找到了。原来，
孙先生的工友李先生的摩托
车，与孙先生的是一样的，当
天下午下班后，李先生来到车
棚，以为孙先生的摩托车是自
己的，就去开，手上的钥匙也
将车打开了，他就一路骑着车
回家了，回到家后他仔细看了

这辆摩托车总感觉不对劲，不
像是自己的车就赶紧将车骑
回了工地。

李先生说，他用钥匙很顺
利地就将车打开了，他并没有
多想，哪知道自己骑的竟然是
孙先生的车，他压根就没想到
自己的钥匙居然能开两辆车。
孙先生又试了试自己的钥匙，
他的钥匙只能开自己的车，并
不能打开李先生的车。

业内人士唐先生告诉记
者，摩托车、电动车的车锁并
不像汽车的车锁那么复杂，精

密度比较低，如果是一个系列
的车，那么它们的锁差别不会
太大，钥匙的相似度也比较
高，一辆车的钥匙能打开另一
辆车的车锁，这种情况发生的
几率会比较大，车主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可以找厂家，要求换
锁。不过唐先生说，一个系列
的车型所带的锁都差不多，车
主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再加上
一把锁，特别是将摩托车或者
电动车放在无人看管的地方
时，可以在车轮上加上一把
锁。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记者
左庆） 8日晚，月全食天象

亮相济南上空，由于19:30之前济
南上空有雾霾，19点33分才露出，
致使我们错过了“带食而升”，

“红月亮”景观仅剩下一点尾巴。
此次月全食是继2011年12月10日
之后，又一次观测条件不错的月

全食。此次月食开始时间为今日
17时14分，复圆时刻为20时35分。

据了解，月食分为半影月
食、月偏食和月全食三种。地
球阴影的中间部分称为本影，
本影周围是半影。月亮进入地
球半影发生半影月食，月亮一
部分进入地球本影发生月偏

食，月亮全部进入地球本影则
发生月全食。在这3种月食中，
月全食最为壮观，呈现暗淡而
美丽的古铜色或微红色，也就
是大家所称的“红月亮”。

大家如果错过了这次只
能待来年。专家表示，这次月
全食是自今年4月15日开始的

“连环四月食”的第二环，余下
的两环将于2 0 1 5年4月4日和
2015年9月28日出现。而“连环四
月食”是指连续四次发生、每次
相隔六个满月的月全食。资料显
示，上一次“连环四月食”发生在
2003年至2004年，而下一次将会
在2032年至2033年。

对于通常的摄影者来说，临时
弄一台望远镜来似乎不太现实，而
300 mm或者200 mm的镜头又没
有办法把月亮拍得很大。那该怎么
办呢？没关系，我们可以拍月亮串。
月亮会在天上东升西落，差不多每
隔3分钟就会移动超过一倍月亮直
径的距离。因此，只要把相机固定，
然后每隔超过10分钟拍一张照片，
最后叠加起来的话，月亮就会串成
一串糖葫芦。因为是在黑夜拍摄，
相机测光往往不准，最好采用手动
曝光。

摄影／本报记者 左庆 周青先

咋拍摄月全食

近百万手机中招
“宅男杀手”木马

据新华社天津１０月７日电
３６０手机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安全
播报称，恶意扣费的“宅男杀手”家
族木马正在扩散，目前已有近百万
手机用户中招。

安全播报指出，“宅男杀手”家
族木马大多伪装成“成人必点”“爱
薇影院”“哇嘎嘎影院”等含有诱惑
名称的视频客户端，诱导用户安
装。用户一旦安装，它会通过“三
招”作恶。

一是瞒天过海。病毒可通过判
断关键字直接回复运营商的扣费
确认短信，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
况下订制扣费服务并自动确认。

二是欲擒故纵。为了防止手机
用户发现短信异常，“宅男杀手”拦
截上传手机用户短信时，还会将包
含“未接来电”等关键字的短信自
动忽略，手机用户可以正常接收到
来电提醒等常规内容。

三是分身术。“宅男杀手”安装
成功后会释放一个恶意子包，与主
包相同，也会在手机上推送恶意广
告、拦截上传手机短信，并且在手
机桌面推送大量恶意快捷方式。

10月2日，正准备自驾游的
聊城市民李女士收到短信:“温
馨提示:您的话费积分已达到
兑换216 . 2元现金标准，请登
录 www.fgg10086 .com 安
装激活领取。中国移动”几分钟
后，李女士的老公也收到了同
样短信。看到是10086发来的，
没有多想，使用智能手机的李
女士坐在车里直接点击短信里
的网站www. fgg10086 . c om
想查看一下积分兑换流程，打
开网页后，李女士发现自己的
积分已经达到2000多分，可以
兑换216 . 2元人民币。

紧挨着积分查询的下一条
就提示“现在就去兑换”。点击这
条提示后，手机网页显示的是请
填写领取兑换人民币收款信息。
李女士先后在姓名、开户行、银
行卡号、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
机号的表格中进行了填写，之后
就根据提示下载安装了网页上
显示的移动客户端，就在这时李
女士的手机收到了银行发来的
验证码，按照客户端的提示就填
写了验证码，几分钟后，李女士
收到银行短信提示，6000多元被
转走。李女士赶紧拨打10086咨
询，对方告知这是骗局。

遭遇 按提示兑奖被套走6000元

记者了解到，近来连续五
六天，在聊城市区的移动公司
营业厅，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积
分兑换现金事情，他们皆被告知
移动公司根本没有这项活动。他
们所收到的短信息内容也同被
骗的李女士一样，其中一些人
也像李女士一样中招。

记者在电脑上登录这个骗
人的网址www.fgg10086 .com，
电脑上的安全防护软件提示此
网站存在风险，显示这是假冒中
国移动通信的网站，不能登录网

页。然而用手机登录这个网页，
网页名称显示“中国移动”，这是
因手机没有装防护软件。

“这种信息是不法分子利
用伪基站向移动用户发送的诈
骗信息。”一家营业厅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伪基站设备是
一种高科技仪器，主要由主机
和笔记本电脑组成，它能够搜
取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信
息，并冒用其它号码强行向用
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
短信息。

说法 山寨10086来自骗子伪基站

据悉，聊城警方已经
收到了不少山寨 1 0 0 8 6短
信诈骗的报警。民警介绍，
这种伪基站已成为手机垃
圾信息和诈骗信息的主要
来源，今年 6月份，有关部
门就在开发区黄河路北路
一家店里查获了一个“伪
基站”，而更多的伪基站却
是藏在移动的私家车内，
查起来难度较大，但只要
及时出击查找也是可以查
获的，因而市民发现有此
类 诈 骗 信 息 时 应 马 上 报
警，目前警方和无线电管
理部门正在对伪基站进行
打击。

民警提示，市民在收到
类似短信时，哪怕是常见的

10086、10000等服务号码，
也不能轻易相信，一定要再
三确认。特别是遇到需要打
开陌生网址、下载软件等情
况时，要拨打有关部门的服
务电话咨询，不要轻易下
载，很多恶意软件都带有病
毒，会获取手机中的个人信
息。除了警惕钓鱼网站外，
还要警惕不法分子冒充熟
人套取验证码，犯罪分子伪
装成“熟人”得到身份证号
和手机号后，在网上开通快
捷支付，而平台只会给用户
发送一次验证码，一旦这个
验证码泄露，以后每一笔支
付都不需要通过手机认证，
只需要输入快捷支付密码
即可。

提醒 收到常用客服信息也要核实

本报记者 王尚磊

自10月1日以来，聊城众多移动手机用户收到了假冒10086发来的“话费积分兑换现金”的短信，一
些市民信以为真，用智能手机一步步操作，结果中招钱财被骗。有关部门介绍，这是不法分子在用伪基
站作案，用户对此需要警惕，发现诈骗信息可立即报警。

下馆子你会点菜吗
别说，你还真不会

甭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管是
土豪还是土鳖，谁还没下过馆子啊，
一些自誉吃货的，恨不得天天泡在
馆子里，你要问他会点菜吗，他可能
要跟你急：这不是污辱咱吃的水平
吗？先甭急，听小逸慢慢道来，你就
是一月有30顿吃饭店，小逸会照样
说你可能不会点菜！这里面道道还
真是不少，不是只靠吃的次数多就
能得到的。来，涨个姿势，一起学学
下馆子咋点菜最科学。动动手指分
享朋友圈，大家一起涨姿势！

关 注 逸 周 末 公 众 微 信 号
(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
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 ,

还可以查看历史消息哦!

想知道逸周
末公众微信最新
分享了什么？来，
扫一扫吧

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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