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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班唯一女生 内工大宿月火了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华夏银行倾情推荐：支付
先看云闪付”———近日，正值云
闪付APP推出一周年之际，华夏
银行联合中国银联，向社会公众
宣传云闪付APP等移动支付产品
以及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同
时，华夏银行在全行范围内启动
了云闪付APP主题宣传推广月活
动，秉承“支付为民，普惠金融”
的服务理念，携手中国银联共同
打造便民支付平台。

早在2011年，华夏银行率先
与中国银联开展移动支付业务合
作。2017年12月11日，华夏银行携
手中国银联共同推出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以用户为中心，依
托银行账户打造业界领先的移动
支付平台和开放生态，为银行账
户的移动互联网化转型和竞争力
提升提供用户入口、技术平台与
应用基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云
闪付APP用户已经突破1亿。

支付场景全面覆盖

华夏银行联合中国银联共
同推进的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
程目前正在全国100个城市的重
点商圈、街区和行业商户积极推
广落地。双方合作打造的移动支
付“十大便民场景”涵盖了商超
便利、公交地铁、菜场及周边15

分钟生活圈、餐饮、公共缴费、自
助售货、校园、食堂、医疗健康及
交通罚没，基本实现了对民生刚
需高频场景的全覆盖。与此同
时，华夏银行加快受理环境改
造，有效提升了云闪付APP、银
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等
银联移动支付产品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目前，云闪付APP等银
联移动支付产品可在北京、天
津、杭州、福州、宁波、济南等400
余个市县公交以及上海、广州、
杭州、宁波、天津、福州、成都、青
岛、大连等12个城市地铁及上海
磁浮线实现受理云闪付APP等
银联支付产品。同时，中国银联
移动支付布局已延伸至出租车、
航空、共享出行、新能源等多个
领域。同时，云闪付APP已接入
全国超过5千家菜场、近7万家菜
场商户以及近600所高校、逾
13000家校园商户。在医疗健康
场景，云闪付APP中的银联智慧
医疗平台已支持全国29个省、
140余个地市，合计约1500余家
医院挂号就诊。广东、深圳、贵
州、安徽、新疆、海南、河北、黑龙
江等地区的54家医院全流程诊
疗服务也已上线，支持线上挂
号、排队候诊、门诊缴费、报告查

询、住院押金缴纳、住院清单查
询等功能。无论在雄伟的港珠澳
大桥，还是在熙来攘往的公交地
铁、超市菜场，到处可以见到云
闪付APP靓丽的身影。

银行服务逐步丰富

从磁条卡到芯片卡，银行卡
载体在不断升级，银行卡支付方
式也在不断创新。银联手机闪
付、银联二维码支付、无感支付、
以及生物特征支付等新型方式
不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华夏银行联合中国银联构
建包括云闪付APP、银联二维码
及银联手机闪付等在内的移动
支付产品矩阵，逐步丰富支付服
务功能，满足老百姓多元的支付
需求。此外，根据不同场景特点
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例如地铁进
出站对支付速度要求高，则选择
手机闪付最为便捷；而对于小微
商户而言，使用银联二维码扫一
扫可直接收款到卡。

华夏银行持卡人可以下载
云闪付APP，绑定华夏银行卡，
即可轻松享受双方提供的各类
综合金融服务，例如：收付款、公
共缴费、跨行转账等移动支付服
务；银行卡权益展示、营销优惠
信息展示、云闪付APP商城等权

益与营销服务;信用卡申卡、借记
卡余额查询、信用卡账单查询及
还款等银行卡跨行管理服务等。
截至目前，云闪付APP已支持国
内所有银行卡的绑定。支持230
多家银行卡通过云闪付APP使用
银联二维码支付。支持在线申请
包括工行、交行、中信、招商、浦
发、民生、华夏、平安等18家银行
的65种信用卡。支持逾90家银行
开通借记卡余额查询，逾80家银
行开通信用卡账单查询及信用
卡还款。值得一提的是，在云闪
付APP内，跨行转账及信用卡还
款均无需支付任何手续费。

惠民措施推陈出新

为进一步践行普惠金融，让
广大客户享受到移动支付发展
带来的实惠，华夏银行联合中国
银联先后推出了网点“1元购”、

“1元汉堡王”、“1元韦博英语试
听”、“好利来满20立减10元”、

“上海公交卡Apple Pay充值满
减”、“云闪付转账红包”以及华
夏信用卡多倍积分等多项优惠
活动。12月当月的优惠活动更具
特色：网点1元购活动，客户在华
夏银行网点或其他指定场所下
载安装云闪付APP，绑定华夏卡
支付，即享1元购8-10元等值商

品礼遇。客户使用云闪付APP转
账不仅免收手续费，成功完成1
笔金额不低于10元的借记卡转
账交易，即可获得1次领取红包
的机会。客户若使用华夏借记卡
进行同行转账，还可额外获得1
次红包领取机会。红包金额随
机，最高可得88元。

此外，更令人惊喜的是，华
夏银行联合中国银联于12月12
日至23日期间，推出“银联补贴
节”的大型优惠活动，覆盖商超
便利、百货、服饰家居、餐饮、出
行、母婴、生鲜、娱乐、洗护、线上
电商、外卖、快递等与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场景。

下一步，华夏银行还将陆续
开展更多的移动支付优惠活动，
进一步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
工程，配置资源协调，将移动支
付应用场景拓展与营销宣传同
步推进，践行“便民惠民，一心为
民”的服务理念，谋民生之利，解
民生之忧，以更高水平、更高层
次的支付
普惠金融
服务，服务
高质量的
经济社会
发展。

便民惠民 一心为民
华夏银行携手中国银联打造便民支付平台

上大学全班只有一个
女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
验？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焊接
（16）班的萌妹子宿月被各
大媒体关注，迅速爆红网
络。原来，宿月所在班级的
男女生比例是33：1，她是全
班34人中唯一的女生，也是
班里毫无争议的“班花”。因
为性格开朗，又很好学，焊
接班的男生很快被宿月圈
粉。

“我叫宿月，宿作为姓
氏与‘许’同音。”12月7日，
记者初次见到宿月，她特别
郑重地介绍自己。宿月说，
她的名字常常被叫错，不仅
是同学，连好多老师在点名
的时候看到她的名字也是
不知所措，她就只好不厌其
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丹凤眼，高高的马尾
辫，笑起来露出一颗小虎
牙，完全是一个可爱的萌妹
子，怎么都无法跟焊接联系
到一起。今年22岁的宿月出
生在赤峰市宁城县桲椤树
村一个农民家庭，作为家里

的长女，自小就有一股不服
输的劲儿，学习一直名列前
茅。2016年高考，在填报志
愿的时候，宿月做了一个和
大部分女生不同的决定，她
毫不犹豫地把内蒙古工业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焊接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
志愿。

“提起焊接，人们的第一
印象就是街头的电焊工，其
实电焊这项技术没有想象
的那么肤浅，很多行业都会
用到焊接，比如航空、高铁、

机器人、汽车制造等，焊接
是不可或缺的。真正好的焊
接技术，你完全看不出它焊
接的痕迹，就像一个整体，
这才是焊接的最高境界。”
宿月说，她不想被标签化，

只想做最好的自己，将来考
研，继续深造，成为一名焊
接大师。

“月哥啊，她可是我们
班的学霸，才华担当！”“月
哥学习好，可能太费脑细
胞，所以特别能吃，吃货无
他了。”……在内蒙古工业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采访时，宿月的同学们听说
记者来采访，七嘴八舌地谈
起了他们眼中的宿月。

宿月的同班同学夏赞
翔说，在班里“不扶墙就服

月哥”。“月哥学习成绩在班
里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
人很热情，同学们遇到不会
的题经常向她请教，她不管
自己多忙，总要抽出时间帮
助同学解答，还一遍又一遍
给讲解分析解题思路。起初
大家还怕耽误她学习，但是

月哥每次都说，‘我在帮你
们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温习
了一遍，你们尽管问好了，
别藏着掖着’。”

聊起自己的“班宠”身
份，宿月的记忆又回到了
2016年第一次上课那天。

“刚踏进班级，33个男生直
勾勾地盯着我看，直到确认
班里除了我再无其他女生，
我打心底有些犯怵了。宿
月说，虽然同学们都喊她

“月哥”，但班上33个男生都
把她当妹妹一样宠着，每天
早晨上课，总有男生帮忙占
座；参加运动会，总有男生
帮忙拿书包拿衣服；有了好
吃的，也都是先紧着她吃，
特别照顾她。

张弘驰是宿月的同班
同学，平日里也和其他男生
一样很照顾宿月，“毕竟是
班里唯一的女生，平日里的
一些力气活我们就都帮她
代劳了。”张弘驰笑着说，事
实上宿月非常的独立，专业
课不输男生，还常常参加社
团活动，独自去北京、西安
等地旅行。另一名同学吴虎

接过话茬子幽默地说：“是
啊是啊，她在学习上从不懈
怠，几乎年年拿奖学金，大
学三年拿奖拿到手软，国家
励志奖学金、内蒙古自治区
级三好学生、内蒙古工业大
学三好学生、校级奖学金等
大大小小的奖项几乎都被
她包揽了，真的是条汉子！”

内蒙古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
韩永全对宿月也有着深刻
的印象，“焊接班唯一的一
个女生，特别好学，能吃苦，
起初担心叫错她的名字，我
还特地查了查字典。”韩永
全笑着说，一直以来，有很
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女生吃
不了焊接这个苦，一些家长
也不愿意让女孩子去学习
焊接。事实上，这是一个误
区。内蒙古一机集团的焊接
高手白凌云，就是内蒙古工
业大学89级的学生，还有内
蒙古一机集团三分厂技术
室的李燕，焊接技术水平
也非常的高。焊接不分性
别，比起男生，女生更细
心，更适合学习焊接。

宿
月
和
班
里
的
男
生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