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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凶

女大学生一：
被骗后连骗 10 名老人
本报讯 女大学生被骗
5500 元学费，又被忽悠当起
骗子的“马前卒”，进京冒充警
察，骗取 10 位老人 300 多万
元。近日，该女大学生冯某因
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9 月 9 日，北京市公安局
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接
到事主刘老先生报警称，其在
9 月 8 日被人冒充公检法机关
诈骗了。老人称，当天，他在
家中接到自称是“昆明市公安
局高警官”的电话，说他涉嫌
一起贪污诈骗案，要清查其经
济状况。刘老先生急于证明
清白，便将自己的银行卡等信
息告诉了对方。随后，
“ 高警
官”说下午会有同事到他家中
现场核实其资产情况。果然，
下午 1 点多，
一个自称是
“专案
特勤”的冯姓女子到刘老先生
家中，还出示了印着刘老先生
名字的逮捕令、通缉令等红头
文件。冯某登记了刘老先生
名下的 6 张银行卡账号和密
码，并拿走其银行卡和身份
证，称资产清查完成后归还。
此时，
“ 高警官”又打来电话，

称刘老先生的手机号已被人
利用，要他立即销毁手机卡，
刘老先生全部照做。冯某走
后，刘老先生越想越觉得可
疑，第二天赶到银行柜台查询
余额，发现原存有 20 多万元
的 银 行 卡 只 剩 下 了 300 多
元。刘老先生慌忙报警。
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
所经侦查，确认上门行骗的女
子冯某，就住在当地一家酒店
里。当晚 9 时许，民警赶到酒
店将其抓获，并从房间内起获
一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和多张
用于行骗的假逮捕令等文
件。据嫌疑人冯某交代，
她 21
岁，是广东一所专科学校三年
级学生，暑假期间被这伙骗子
诈骗新学期学费 5500 元，又
被忽悠当起骗子的“马前卒”，
进京冒充警察上门诈骗老
人。冯某 8 月 28 日来京，
短短
几天就诈骗了 10 位老人 300
多万元钱财。诈骗团伙则将
诈骗她的 5500 元还给了她，
并给她提供了几千元生活
费。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查中。
（摘编自《法制日报》
）

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但有些人在自己成为受害
者后反而想把别人也拉下水，
因
“补偿心理”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环球采撷

女大学生二：
被骗后又骗老人十万
本报讯 今年8月初，
女大 走后，郎女士又接到“警方”电
学生谢某在被电话诈骗后，听 话催其缴纳保证金，此时她已
任对方摆布，再去一个老人家 倾囊而尽，就将情况告诉儿
中实施诈骗。近日，上海黄浦 子，至此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浮
警方通过缜密侦查破获了这起 出水面。
电信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上海黄浦警方接报后，迅
谢某，
涉案金额10余万元。
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谢某。
8 月 23 日，
年迈的郎女士 2018 年 9 月 14 日，谢某在广
到派出所报案称，
8 月 20 日 14 州白云机场被民警抓获。原
时许，家中座机接到自称上海 来，2018 年 8 月初的一天，谢
市电信局工作人员的来电，说 某接到冒充长沙市电信局工
郎女士在长沙开通了宽带业 作人员的诈骗电话，称其身份
务，
目前处于欠费状态。郎女 证在长沙办理了一张电话卡
士说自己没办过相关业务，电 欠费 1000 多元，随后电话被
话随即被转接到所谓的“长沙 转接至自称是长沙公安局的
市公安局”。一名自称“王警 “杨警官”那里，对方称谢某涉
官”的男子表示，郎女士涉嫌 嫌洗钱犯罪。谢某按骗子的
一起洗钱大案，并将电话转接 要求，将 4 万余元存款汇到了
至“刑侦大队长”处。
“大队长” 指定账户。“杨警官”又称上
告诉郎女士，要对她采取刑事 海有个老太太跟她情况类似，
强制措施，并派遣工作人员上 让她去帮老太太，还给谢某发
门核查账目。8 月 21 日 14 时 了张长沙市公安局刑警队“协
许，一名自称长沙市公安局的 勤证”
。谢某随即前往上海。
工作人员谢某来到郎女士家
经过民警教育，谢某意识
中。谢某出示了
“协勤员”
证件 到自己从受害者沦为骗子的
及关于逮捕郎女士的“逮捕 帮凶，现她已因涉嫌诈骗被警
令”
，
随后以核查账目的名义取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走郎女士 9.8 万余元。可谢某 审理中。
（摘编自澎湃新闻）

俄罗斯男孩睫毛长
4.3 厘米 俄罗斯 11 岁男孩
穆因拥有长达 1.7 英寸（约
4.3 厘米）的睫毛，
成为该国
拥有最长睫毛的人，让人
惊叹。穆因的父亲介绍，
儿子刚出生时，睫毛都快
碰到嘴唇了。他曾经带着
孩子去看过很多医生，得
知孩子身体很健康，睫毛
这么长是受基因的影响。
（摘编自《都市快报》
）

一语

惊人

“太火了，
我来逛逛。
”
——10 月 7 日下午 16
时 30 分许，重庆朝天门派
出所的民警巡逻到景区入
口处时，
发现一男子独自徘
徊，民警见其目光闪烁，形
迹可疑，遂上前盘查。结
果，
该人竟然是一涉嫌合同
诈骗的逃犯，
目前案件正在
调查之中。
（据《重庆晚报》
）
跟一句：一不小心逛
进了监狱。

81 岁婆婆照顾瘫痪儿媳 37 年
本报讯 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 婆婆，
可我年纪轻
街孙家店村，有户人家是 81 岁的婆婆 轻就瘫在了床上，
照顾瘫痪在床的儿媳，这一照顾就是 除了嘴巴能说话，
37 年。婆婆名叫何秀英，今年 81 岁。 头还能转动外，
根
儿媳叫何承荣，
30 多年前嫁过来，
婆媳 本做不了任何事
相处和睦。
情。婆婆对我，
胜
1981 年，
何承荣生下儿子，
不久却 似母亲。”在何秀
突然下肢瘫痪。
“ 儿媳妇也是我的女 英精心照料下，
奇
儿，我只有尽我最大的努力照顾她，只 迹出现了。去年，
要我还活着、还能动，就不会不管她。” 何承荣上半身慢
何秀英（右）扶
何秀英说。刚患病的两个月，何承荣 慢恢复了知觉和
着儿媳练习走路。
生活还能自理，后来病情加重，只能躺 运动能力，
可以拄
着不能下地，连坐起来吃饭都不行。 着拐杖到处走走，
生活也能基本自理。
何秀英一口一口地用勺子喂她吃，一
何秀英照顾儿媳的故事，在当地
日三餐从不间断，一喂就是 37 年。何 传为佳话。邻居们被她的事迹感动，
秀英还时不时地帮媳妇翻身，用毛巾 有时候会上门给何秀英帮忙。
“何秀英
为她轻轻地擦拭身子，
服侍喂药。
是个好人，她善良、勤劳，家里很困难，
由于不能动弹，何承荣失去活下 但很坚强。她从来没有和隔壁邻居红
去的勇气。何秀英安慰儿媳：
“ 承荣， 过脸。邻里谁家有事找她搭把手，她
我们全家都没嫌弃你，你可不能自己 总是随叫随到。”五里界街孙家店村支
嫌弃自己啊！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 部书记张爱珍说，
“ 在她的带动下，我
的。”回忆起婆婆对自己的好，何承荣 们村亲情氛围越来越浓厚。”
（摘编自
潸然泪下：
“别人家都是儿子儿媳照顾 《武汉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