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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看穿婚姻骗子
天才程序员苏享茂 7 日
自杀，留下遗书称自己遭遇
闪婚、离婚，最终迫于前妻的
千万现金勒索选择跳楼。尽
管事实真相尚未明朗，但“骗
婚”
顿成社会关注焦点。在中
老年再婚世界，
骗钱骗婚的情
况也时有发生，
其实可以从一
些蛛丝马迹看出端倪。
线索一 单方太主动的闪恋闪婚
家住四川成都犀浦镇 70
岁 的 张 金 泉（化 名）就 被 骗
过。今年 7 月，单身群里 54
岁的左某主动加他为好友，
“她说我为人老实，不讲黄段
子”。聊了几天后，女方主动
约见面。左某年轻漂亮，张
金泉“一见钟情”。第四天，
张金泉邀对方上门做客。
“她
见我单住，说这房子大，在一
起后就搬过来住。”张金泉觉
得 ，左 某 和 他 在 谈 婚 论 嫁
了，于是给她打了 2000 元红
包，
“ 她推辞几下就接了，说
作为一起出游的基金”
。
张金泉收到了“信号”，

立马安排了云南游。在金器 陪伴沈丽丽，
“他和别的女士
店里，左某对一条项链爱不 跳交谊舞，还参加一些单身
释手，张金泉花了 3000 多元 旅游活动”。而且，他不交生
买下送她。回成都后，张金 活费，从不多说家人朋友，结
泉提出结婚，左某回答“要跟 婚更是完全不提。2015 年
儿 子 商 量 ”后 就 再 无 音 讯 。 年 末 ，沈 丽 丽 和 老 袁 摊 牌 ：
张金泉发微信，对方回复“你 “春节我们把子女喊到一起
个老流氓，别再骚扰我”，打 商量下。”老袁却说：
“我们又
电话也不接。
不打结婚证。”沈丽丽气得和
江苏苏州 70 岁的资深 老袁断了往来，
“后来有人告
公益红娘陆美婵说，她帮人 诉我，
他有几个女朋友”
。
做介绍时遇到过类似事情，
“在婚介机构征婚时，要
在相亲再婚过程中，即便是 担心遇到婚托。”北京大学社
一见钟情，也要慢慢了解培 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婚托
养感情，一方如果太过主动 有几个常用的身份标志：有
地闪恋闪婚，
就要小心。
房有车、公务员退休、孩子已
出国等。遇到这类对象，一
线索二 身份完美不谈论亲友
定要核实。真正有再婚诚意
山东威海崖头街 69 岁 的人，会跟亲友公开，坐下来
的沈丽丽（化名）也曾被骗。 将财产等问题说开。
3 年前，
沈丽丽在参加婚介所
线索三 经常有用钱的时候
相亲活动时，留了电话，
“退
休公务员”老袁联系上她，两
南京建邺区法院法官马
人交往 5 个多月后，
老袁住到 梅琴曾审理一起婚骗案。主
了沈丽丽家，美其名曰沈丽 角杨丽（化名）自称服装厂合
丽
“需要人陪”
。
伙人，
多次向单身男士借钱。
老袁住过来后，却很少
杨丽与退休教师刘雄交

2017 年 9 月

往时，一次约会吃饭，杨丽假
装心事重重，说父母要过来，
想再买套小房子，需要周转
首付款。刘雄第二天提取 12
万元送到了她手上。
几天后，杨丽再次找到
了刘雄，拿出营业执照等，说
服装厂接到订单，至少可以
赚 80 万，但缺启动资金。刘
雄拿不出钱了，但杨丽比刘
雄想得“周到”：
“你把房子抵
押出去借钱吧，一个月后我
赚了钱再赎回来。”刘雄答应
了。直到刘雄的女儿去探
望，发现房子住着陌生人，这
才报警。真相让人震惊：杨
丽先后“借”下 8 名单身老汉
共计 170 余万元。
“不要在短时间内有经
济往来。”陕西省律师协会婚
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瑾
提醒，
提防骗婚者的 3 个捞金
手段：1.借口急需用钱；2.以
结婚为名索要彩礼；
3.把自己
包装得很光鲜，让对方甘愿
为自己花钱，觉得反正日后
有回报。
（本报记者李仲文）

毛泽东念念不忘初恋王十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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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虎”
对抗组织审查用尽花招
本报讯 中央纪委宣传
部和央视联手制作的大型纪
实纪录片《巡视利剑》近日播
出。纪录片首次披露了一些
重量级落马老虎为对抗组织
审查，
负隅顽抗，
用尽花招。
据第一集《利剑高悬》披
露，
2014 年 3 月，
中央第五巡
视组在天津巡视期间，天津
市政协原副主席兼公安局原
局长武长顺主动找到巡视组
提供其他情况以转移注意

力；
2014 年 7 月女婿被拘，
武
长顺匆忙从饭局赶回家中，
把跟家里没关系的材料全部
用粉碎机粉碎，东西都拉走，
一汽车都没拉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
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
开展巡视“回头看”。据第三
集《震慑常在》透露，甘肃省
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
在巡视组到达前，把他家里
跟相关老板的合影都剪碎了

甘肃回头看，王三运担心问
题被发现，让亲戚帮忙四处
藏匿、转移财物，并和相关人
统一口径，把老板们出的购
房款对外说成“借款”，还订
立假合同进行伪装。2014
年 11 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巡
视中石化，曾担任中石化集
团一把手、当时已经在福建
任职的苏树林，密切关注着
巡视中石化的情况，每天都
有人向他汇报。
（文/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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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产隐形战机
仍是纸上谈兵
08·健康

网友亲历脑出血
后脑突然像针扎
12·风尚

网友争晒
父母肉麻情话
十一黄金周
6.5亿人次国内游
本报讯 国庆黄金周即将
来临。携程旅游发布《2017 十
一黄金周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称，
今年
“十一”
长假将有 6.5 亿
人次国内游、超 600 万人出境
游，
创历史新高。
（文/齐鲁）

本报讯 英国文化教育协
会公布了一项对上千名英国家
长的问卷调查结果。中文被英
国家长选为
“未来最有用”
的语
言，51%的家长表示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学习中文。在英国招
聘网站上，一位中文老师每天
最高可以挣到约合人民币
1625元的工资。
（文/彭澎）
值班副总编辑：
王世军
本版责编：
欧阳继霞
本版版式：
陈文旭 校对：
尹华智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金州律师事务所 刘岳 冯观

达和平大道八大家时，
几位大妈拎起小板
凳，
排着队下了车。
“她们觉得年轻人很辛
苦，
不忍心年轻人让座”
。
“当时，
一车乘客目睹这种场面后，
都
很感动，我也抢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微
博。”
“CoCo 可乐儿”说。
（文/陈奇雄 图/
网友
“CoCo 可乐儿”
）
编辑插嘴：大妈们的善意行为，值得
大家点赞。不过，车子拐弯或加减速时，
坐在板凳上的人容易摔倒受伤，
大妈们千
万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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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家长认为
中文
“未来最有用”

集体自带板凳坐公交

9 月 11 日一早，湖北武汉一群大妈
自带小板凳乘坐公交车，
她们不与年轻人
争座位，也不大声喧哗，其他乘客纷纷点
赞。正好在车上的网友“CoCo 可乐儿”
拍下了这有爱的一幕。
11 日早上，网友“CoCo 可乐儿”乘
551 路公交车去汉口办事。7 点，车到沿
港路站时，
有六七名带小板凳与工具袋的
大妈上到车上。她们将小板凳放在车厢
过道，然后默默坐到板凳上，
“都蛮低调，
没有大声说话，也没有吵嚷”。公交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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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下

往马桶里冲，冲的时候把马
桶都给堵了。和老板们商定
口径后，虞海燕又把和老板
们联络的手机用醋浸泡后扔
进黄河。虞海燕解释，他想
着那样手机能腐蚀得快点。
落马贪官往往不是“单
打独斗”，更为常见的是各方
利益关系人订立攻守同盟。
虞海燕的老上级、甘肃省委
原书记王三运也有对抗组织
审查的行为。中央巡视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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