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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陈艳彬 

当九月的秋风，驱散了八月的酷暑和闷热时，天渐渐地清

爽了起来。仿佛 ,枕着沥沥春雨做着一个欣喜的梦，情思伴着

雨丝盎然别致。悄悄，仿佛，拥了满怀的夏花在山间漫步，情

怀如花、绚烂奔放。九月将秋声送入我们的诗行，那是心灵的

轻诉、大自然的低语。 

告别夏的斑斓、葱郁，秋天的旋律刚刚响起，人间的初秋

时节，尽是静美与和谐！ 

泰戈尔的爱情诗里有这样一首《这个秋天是我的》。他把

秋天比作爱人：秋天的声响是爱人脚镯上的小铃铛，秋天的薄

雾是爱人的面纱。诗人在与秋天的对悟中发现自己的爱情所

在，所以他智慧地认定了“秋天”这个不变的爱人，他爱的情

思包容了整个秋天。 

九月牵引着秋声娓娓道来，如老人的绵绵絮语。老人们如

片片红枫，在人生的秋天徜徉在爱的世界里，人们用敬慕和爱

拥向他们，用心顶礼膜拜。满头华发的他们收获着成功的喜

悦，收获着世界的爱戴。 

九月十日，是中国教师节。教育工作者们从事着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事业。他们如春阳、如雨露，为学子播下知识的种子，让智

慧在这个世界生根、发芽，开出满枝繁花，结出满树金果。有他们

承接在历史的最耀眼处，为人类文明播撒希望的火种。 

初秋时节，没有寒风萧瑟、落英满地，她正象褪去盛装、

洗去铅华的新嫁娘，孕育生命、静待收获。九月是对萌动、蓬 勃 

的 传 承，对优秀、拙 劣 的 扬 弃。九月，倾听着 含 蓄 的 蝉 鸣，倾听

着树叶轻声跌落，倾听着露珠在蟋蟀口中打转，倾听着轻雾笼

罩中田畴泛黄的节律；看蓝天上流云朵朵，看远山浓淡交替，

看星空银河闪闪、北斗轻移…… I 

http://www.taner.com.cn/zjtn_jtk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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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熠 

9月3日上午福州金源大广场东区5楼，中国人寿福州城区营销总部及北京点点乐道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 第一届“国寿杯”少儿现场绘画比赛活动，现场近100余名孩子

参加了本次活动。  

（高举自己作品的小朋友们露出满意的微笑） 

  

本次绘画大赛重视内容的原创性，以“运动会”为主题，比赛中，小画家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挥动手中画笔，大胆构思，把自己心目中对运动化的构想用画笔描绘出

来，一幅幅充满童趣、幻想、活力的画图，呈现在大家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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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小朋友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认真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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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绘画大赛期间北京点点乐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还进行了全程网络同步直

播，只要家长们扫描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启明星APP”便可以看到活动画面，分享亲友

感受现场的气氛，而现场的主持人也采访了一些正在绘画的小朋友，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

讲述了属于自己绘画的故事。 

想要实时参加了解最新的活动吗？关注微信公众号“点点故事汇”或各大应用市场下

载“启明星APP”即可知道最新的活动哦~启明星，期待您的参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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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胡梦丽 

今天支付宝昭告天下！ 

我要收费了！ 

自2016年10月12日起， 

支付宝将对个人用户超出 

免费额度的提现收取0.1%的服务费， 

个人用户每人累计享有2万元基础免费提现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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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用户： 

从担保交易开始，到快捷支付，再到各种生活、理财服务，十二年来，支付宝始终致

力于为您提供生活消费、充值转账、公共服务等各类免费便捷的服务。感谢您一直以来的

陪伴与包容、信任与托付，这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动力。 

但伴随着综合经营成本的上升，在不减少应用场景的前提下，更为了能持续为您提供

更多优质服务，我们需要做如下规则调整：从2016年10月12日起，支付宝将对个人用户超

出免费额度的提现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个人用户每人累计享有人民币20,000元的基础免

费提现额度；超过基础免费额度后，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小于0.1元

的，按照0.1元收取；在用完基础免费额度后，您还可以使用蚂蚁积分兑换更多免费提现额

度。 

您需要了解的是，余额宝的资金转出，包括转出到本人银行卡及转出到支付宝余额将

继续免费，您使用支付宝进行消费、理财、买保险、手机充值、水电煤缴费、挂号、缴纳

交通罚款，使用手机支付宝转账到支付宝账户、还款等服务也继续免费。同时，使用前述

大部分服务还可以获得蚂蚁积分的回馈，蚂蚁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免费提现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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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支付宝签约商家（含淘宝、天猫卖家）使用“提现”产品将支付宝余额内资金

转到本人银行卡将继续免费。 

这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更不意味着支付宝从此将以赚钱作为唯一目的。但所有服务

都需要以可持续的资源为依托，勉力支撑有违客观商业规律。我们坦诚困难，也完全理解

您的不解或是失望。但收费对我们同时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更高的服务水准，我们仍将一

如既往鞭策自己不断进步，我们更期待以更好的服务来获得您的理解与再次的支持。 

就本次部分服务规则调整，您可能会关心的一些问题解答如下： 

1.首先，我余额宝里的钱转出到本人银行卡是否受到影响？ 

余额宝资金转出，包括转出到本人银行卡及转出到支付宝余额依然免费。 

2.那这次规则调整中涉及的提现收费的范围是什么？除了提现，支付宝的其他

服务收费吗？ 

支付宝提现是指用户通过支付宝把资金转到银行卡的行为，仅涉及到“提现”和“转

账到银行卡”两个具体的产品。您使用支付宝进行消费、理财、买保险、手机充值、水电

煤缴费、挂号、缴纳交通罚款，使用手机支付宝转账到支付宝账户、还款等服务的规则不

做调整，继续免费。余额宝资金转出到本人银行卡及转出到支付宝余额也依然免费。同

时，使用前述大部分服务还可以获得蚂蚁积分的回馈，蚂蚁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免费提现额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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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宝提现免费了这么多年，之前同行开始收费的时候你们都挺住了，为什

么现在却开始收费了？ 

在提供越来越多便捷、安全的服务的同时，由支付宝承担的综合经营成本也上升较

快。这次对提现规则的调整，是为了减轻部分成本压力，以保证我们能持续、健康地为您

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4.既然是因为成本原因，为什么选择对提现收费，而不是在其他环节收？ 

回想一下，您使用支付宝进行消费、理财、购买保险、手机充值、水电煤缴费、还款

等支付的频次比提现高出很多，如果在支付环节收费，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而选择仅对

超过免费额度的提现进行收费，您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很多。 

5.其他平台给出的累计免费提现额度是1,000元，为什么你们提供的基础免费额

度就有20,000元？ 

虽然支付宝面临的成本压力很大，我们仍会尽最大努力给您提供更高的免费额度。 

6.如果我把20,000元的基础免费提现额度用完了，是不是就没有其他免费的办

法了？ 

20,000元的基础免费提现额度用完后，您还可以使用蚂蚁积分兑换免费额度。请您放

心，使用蚂蚁积分兑换免费额度不会降低您的蚂蚁会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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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额宝转出到本人银行卡继续免费，我能不能先把余额里的钱转入余额

宝，然后再转出到本人的银行卡？ 

2016年10月12日起，您从余额新转入余额宝的资金，转出时只能转回到余额，不能

直接转出到银行卡。当然，从余额转入余额宝的资金，可以随时用来直接消费支付，这

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8.我是淘宝卖家，每天账户流水这么多，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要收费可怎么

办？ 

放心，不收费。 

淘宝天猫卖家、淘宝拍卖会卖家、淘宝到家卖家、村淘合伙人、淘帮手、村拍档、

1688卖家、Aliexpress卖家、支付宝有效签约商户、已认证的支付宝企业账户及国开行助

学贷款账户（未还清贷款状态），通过“提现”产品将支付宝余额内资金转到本人银行

卡依然免费。 

9.以后提现收费了，放在支付宝里的钱怎么办？ 

支付宝覆盖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在线购物网站，支持几百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缴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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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支付宝还走进超市、便利店、餐饮、百货、医院、酒店、出行等众多行业。现在全国

支持支付宝的餐饮商家、商超便利店超过100万家，支持支付宝的网约车超过1000万辆，支

持支付宝挂号的医院超过2000家，在这些地方用支付宝付款全部是免费的。 

如果不想花掉，您的钱还可以用来买余额宝、定期理财、买基金、买保险等，可以获得更

多的利益和保障。 

10.超出免费额度的提现要收费，以后如果要给别人的银行卡“大额”转账怎

么办？ 

如果要向银行卡进行特别大额的转账，我们建议您可以选择一些提供免费转账的网银

等进行操作。如果您希望更方便地操作，欢迎您继续使用支付宝转账到银行卡的服务。 

还记得数月微信支付收费的 

支付宝是这样回答的！ 

你这思路转换的也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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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的原因，支付宝方面称，收费的原因是“综合经营成本上升较快”，调整提现规

则是为了减轻部分成本压力。 

   早在今年3月1日起，微信就开始对户提现收取0.1%的手续费，微信表示“提现收手续

费并不是追求营收之举，而是用于支付银行手续费。” 

你们是商量好的吗？ 

马化腾：云儿，你看我们微信提现后，运营成本大降啊。。。 

马云：嗯嗯，腾腾你牛逼，我们支付宝经营成本太高也快hold不住了，我咋没提前想

到这招儿，看来也要搞个提现收费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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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胡梦丽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中秋消费，安全不安全？ 

一年一度的中秋小长假终于来啦！除了与老爸老妈团聚共度佳节，不少小伙伴也开启

了“每逢佳节必剁手”的消费模式。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不少有着中秋习俗特色的消费

都带上了移动支付的影子。 

吃饭用手机团购、出行用手机支付、充值甚至交学费都在手机上进行，小伙伴们的日

常生活越来越少不了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安全也显得愈发重要。中秋小长假，各种消费都

穿上了传统习俗的外衣，同时不法分子也穿上伪装，粗心大意的小伙伴一不小心就容易中

招。 

下面盘点中秋五大特色消费场景，百度钱包帮大家擦亮双眼，共同保卫我们

的账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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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免费月饼不简单 小心馅饼变陷阱 

豆沙、蛋黄、五仁、枣泥，象征着团圆的月饼，是中秋节的必备美食，走亲访友也少

不了提上两盒。除了在实体店购买之外，网上购买不仅价格便宜还送货上门，近年来越发

受到消费者欢迎。 

但同时不法分子也盯上月饼这块“肥肉”，打着“免费送月饼、1元抢月饼”的名义，

向大家发送短信，并以诱人的价格引导大家点击链接。但其实这种短信中的购买链接往往

是钓鱼网站或者木马病毒，一旦点击，用户的身份信息、帐号密码都将有可能被不法分子

所掌握，对账户和财产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安全小支招 

遇到这类陌生来源的短信，要格外谨慎，不要轻易点击短信内的购买链接。虽然中秋节期

间部分商家会有促销活动，但也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再进行点击。 

场景二家庭聚会欢乐多 团购支付擦亮眼 

和老爸老妈一起唱首《小苹果》，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吃个大餐，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

成了在家休息外的不二选择。不少餐厅和KTV也都会提供团购，简单下载一个APP就可以

享受折扣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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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不法分子会仿造正版团购APP制作“李鬼”软件，并在当中植入病毒，不明真

相的小伙伴一旦在“冒牌APP”中输入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盗取账号和密码，

进而对用户财产产生威胁。 

安全小支招 

面对五花八门的团购、支付工具，一定要选择如百度钱包等有安全保障的支付工具，

避免使用不知名的、非官方渠道下载的支付工具，以免黑客通过盗版程序盗取用户个人信

息，对资金安全造成威胁。 

场景三观潮赏月好情致 景点WIFI谨慎连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对月吟诗自然是极有文化底蕴的，不少小伙伴

也打算借着中秋小长假，外出旅行、去江边观潮。 

如今大部分景点都有免费的WIFI提供，很多用户为了方便，也开启了手机中“WIFI自

动连接”的功能，方便是方便，但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一般公共WIFI的安全防

护功能都比较薄弱，如果小伙伴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支付、转账等操作，极易可能被不法

分子记录下用户的手机IP地址和信息，相应的用于支付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就存在被盗的可

能。 

安全小支招 

在公共场所连接免费WIFI需格外谨慎，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的途径进行连接。而在支

付时，尽量选择使用手 

机流量，或者随身携带移动WIFI，避免黑客趁虚而入。 

场景四酒后真言可以吐 酒后密码别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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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时喝点小酒更能助兴，中秋节品桂花酒也是佳节传统，颇有一番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境。但如果“酒后吐真言”不经意间说出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等

敏感信息，若被有心之人记下，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对用户财产进行盗取。 

安全小支招 

桂花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一来醉酒伤身，也为别人带去很多麻烦；二来防止醉酒后无

意说出个人信息，保障个人财产安全。 

场景五灯会扫码要谨慎 避免“码”上中毒 

作为中国三大灯节之一，中秋节各地都会举办灯会，不同传统的花灯图案，现在很多

商家都在花灯上印好二维码，来推销商品。 

有部分不法分子会借着灯会的旗号，生成带有手机木马、钓鱼网站或下载恶意应用的

二维码，用户一旦扫描，就会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身份信息、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

信息都会泄露，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安全小支招 

为了我们自己的账户安全，不要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如果扫描后发现账户信息异

常，应立即冻结账户并举报处理。 

中秋节五大习俗都离不开消费和支付，日常生活中更是少不了移动支付。百度钱包提

醒各位小伙伴：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要轻易连接公共WiFi，保护好自己的账户、密

码等重要信息，将账户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最后，小编祝大家中秋快乐~！I 



鑫诺人                                                                 2016.09总第96期 

第23页，共34页 



鑫诺人                                                                 2016.09总第96期 

第24页，共34页 

荐文：张丽星  

弱者普遍易怒如虎，而且容易暴怒。强者通常平静如水，并且相对平和。一个内心

不强大的人，自然内心不够平静。内心不平静的人，处处是风浪。再小的事，都会被无

限放大。一个内心不强大的人，心中永远缺乏安全感。  

不够强大，意味着很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

响，通常表现为：要么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要么活在他人的眼目口舌之中。从而失去独立

的判断能力，变得摇摆不定和坐立不安。 

要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需要具备至

少以下六大品质特征：1）高度自律和自黑；

2）必须经历绝望；3）培养独处的能力；4）不

设限的思考；5）需要一个信仰；6）BE YOUR-

1.高度自律和自黑 

为什么不说自信呢？不自信的人，普遍内心比较脆弱。一个自信的人，对自己充满

信心，做事往往带着积极向上的力量，并时刻充满激情。所有的盲目自信，和空腹自

信，都是自以为是。心中要有真才实学，哪怕在不断的试错，但终究能到达攀登高峰的

那一天。 

人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培养自己的自信？高度的自信，从高度的自律而

来。自律又是什么？自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先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表来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

信也代表着对事情的控制能力，连最基本的时间都控制不了，谈何自信？ 

除了自律以外，自黑的能力也相当重要。世界之大，什么鸟都有。等你哪一天稍微

做出点成绩，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便在背后，唧唧歪歪的议论是非。从最开始的吐

槽，到断章取义的论断甚至无趣的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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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经历绝望 

经历绝望的意思，就是已经走过这段岁月。也许你还未曾绝望过，并不意味着你不坚

强，但一定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坚强。未绝望过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绝望可能是情

感、事业抑或无法面对的孤独等等。 

“必须”是一个前缀词，一个重要的状态。“必须”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当绝望来临时，坦然无惧的接受它，即使当下极其痛苦，甚至失去了自我。在

绝望中寻找希望，才是值得体验的一种人生。 

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一些事情，只有经历过了，才能明白其中

的道理，和懂得人生的真谛。绝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勇气和激情。经历绝望，但不

要被绝望吞噬。相反你要胜过它，如同战胜黑暗，迎接光明一样。 

3.培养独处的能力 

孤独和独处并不是一件事，是两码事，而且经常会被混淆。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

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如

果说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就简直是一种灵魂的缺陷了。 

要耐得住寂寞，不随波逐流。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所谓的成

熟，就是你越长大，越能学会一个人适应一切。在独处的时光中，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

并培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 

人只有先学会爱自己，才有能力爱他人。如果你不学着与自己对话，便更难和别人交

流。越能独处的人，越能面对和理解困境，也越能与他人相处。因为能瞬间换位思考，更

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4.不设限的思考 

你的眼光要比别人远，你的心胸要比他人宽广。天天算计的人生，未来迟早也会被人

生算计。除此以外，还活在各种小心眼和小格局之中。 

人生如同开车一样，当你比别人快30码，你体会到的感受别人无法感知。人生又如同

开飞机，当你比别人高30000英尺，你看到的视野自然不同于他人。意思就是，当你在追求

更高更远的美景时，也就不必在意他人短视的眼目。一切自然云淡风轻，不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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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之后，就不会受狭隘主义的捆绑。自由之后，就不会受形式主义的限制。 

5.需要一个信仰 

人实在太有限，不论你信仰什么，总归要有一个信仰，否则和动物无任何区别。 

在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有信仰，只是各自的信仰不同而已。有人信仰权力，有人信

仰金钱，有人信仰自我，有人信仰爱情，有人信仰幸福，有人信仰美食，有人信仰党派，

有人信仰制度，有人信仰无神，有人信仰有神，有人信仰多神，有人笃信基督…… 

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令人值得尊重，而且任何信仰都需要深入了解并相信，才能称

之为信仰。任何一种信仰，如果是稀里糊涂的信，都称不上信仰，属于迷信，包括基督教

在内的所有宗教信仰。 

智慧和真理，有着天与地的距离。学会渴慕真理胜过追求智慧。真理能使人更有智慧

的来看待世间万物，宽容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比坚定的信念奔走人生之

路，从容淡定的直面人性的黑暗和世间的悲剧。 

6.BE YOURSELF（做自己） 

JUST BE YOURSELF。 不要试图取悦所有人，现在做不到，未来也做不到。 

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个人应该会有自己最在乎的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

富。倘若他们对你所做的事有误解或质疑，值得你花时间去回应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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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个人最在乎的三类群体，仅供参考：1、家人（亲戚不算在内，一年到头只见

一回，并不清楚你的人生定位）；2、人生知己（为数不多的真正挚友，一切都知根知

底）；3、牧师或导师（属灵上的导师，和职场中的前辈引领者）。 

他们的评价、意见、建议，则会认真的聆听。若存在不理解时，一定会充分的解释

和回应。只有真正在乎的人相对全面了解你，其他人大部分是片面的认知。在生活中也

没有特别的交集，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或仅仅是几面之缘而已。 

不必回应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并不一定真正关心你，更多的只是好奇宝宝。时

间如此宝贵，无暇顾及这些，也不在解释的义务范畴。你的人生并不需要活在他人的言

语中，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等着去做。 

内心强大的人，很少在意他人的看法，包括熟悉的陌生人。就像积极的人很少关注

消极的信息，即便看到，也自动瞬间被屏蔽或消化。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和追求。 

遇到了障碍，会想尽一切办法铲除。遇到了挫折，也不轻易放弃倒下。克服了困

难，便拥有了力量。解决了问题，便拥有了智慧。走出了黑暗，便拥有了希望。对他们

而言，这些仅仅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一定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一颗温柔的心肠，有一颗智慧的头

脑。一定经历过狂风暴雨，体验过高山低谷，也见识过人生百态。惟愿我们在人生的道

路上，不论何种境遇都能充满智慧的刚强壮胆，成为内心强大的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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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陈艳彬 

脚下的路还在延伸着，看不到尽头，天空早已失去了色彩。夜静悄悄的，星星隐藏了

光芒，月亮退下了婚纱，只有池塘里的那些青蛙还在嬉戏着，也许是这样的夜太沉闷了，

使得它们不得不尽情发泄着。沉闷的夜，使人的心多了几分凄凉与不快，脚还是有气无力

地向前挪动着。 

突然间，心脏加速跳动，腿像瘫痪似的软了起来，于是惊慌地寻着，寻找一个可以歇

脚的地方，真想就这么停下来。心跳失去了规律，喘气声越来越重了，频率也在加速，眼

睛不自觉地转向四周，好想有人可以拉我一把，可是行人冲冲而过，没有人把目光在我身

上停留一秒钟。我失落了，也失去了信心。病人似的躺在草坪上，心是多少的无助，此刻

陪伴我的只有手机，于是轻轻给想念的人打了个电话。也许只是在电话里，我才能更好地

发现自己的存在，看到生命的美好，阳光的灿烂。仰望着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天空，轻轻地

不用思考地朋友聊天着，心跳不知不觉的恢复了正常，然后欢快地跟朋友说声：晚安！因

为，我又看到了希望。路，是没有尽头的，是坎坷的。我不能改变她，只能抓住有限的生

命努力走下去，走出自己的一条小道。 

顷刻间，也明白了，人生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有马路，有铁路，有山路，有水路，

有大道，有小道。但不管怎么样的路，都是由自己去走；踩自己的路，骑适合的车，才能

抵达生命得彼岸。在千条万道上行走，是没有一式的脚印和相同的目标。人生也确实是如

此，每一步都是由自己亲自去走，不管前面地往前走，不必害怕前面是否有“妖怪野兽”

在等着攻袭你。只要扎扎实实地走过每一步，相信自己的人生也会渐渐变得充实。 

既然已经迈出了脚步，就不要因一点小挫折而又慌着把脚缩回来。已经走到了十字路

口，如果前面地路自己还不是很了解，就先别急着去赶路，停下来，静静地想一下或者打

开地图认真地找一下线路。到了目的地，别急着进去，先想一想怎样去做，才能达到更好

地效果。这路也像吃饭一样地一口一口地嚼，才不会噎住。 

草虫又在歌唱着，我已经躺在温馨的床上，相信前面地路更加宽广了，明天的阳光也

将更加灿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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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黄俐 

这里是摄影家的天堂，这里是“上帝的后花园”，这里的每个季节都能拍出精彩的

画面，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等着你的镜头的摄入，来吧，我带你行走在天堂般的新西兰

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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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