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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新闻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中国有一个自发成立的
稀有血型联盟，近二十年来专
为此类人群提供无偿救助和
科普，成了“活血库”。联盟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 8 万多名成
员，他们多是稀有血型人群。
当有人需要血液时，这些“熊猫
侠”便会走到对方身边：“伸出
胳膊，我们就是过命的交情。”

2004年，网络论坛上出现
了一道“熊猫征集令”。发布者

“小龙”呼吁全国稀有血型者团
结起来，助人助己。“小龙”本名

王勇，来自山东，当时正在北京
从事网站广告代理工作，他的
血型并不是“熊猫血”。王勇
曾看到一则“白血病患者因找
不到血源而放弃治疗”的新闻，
了解到“熊猫血”人群，并萌发
建立一个平台，让“熊猫血”人
群互相帮助的想法。随后，王
勇还建立起中国稀有血型联
盟网站。

自成立起，联盟始终坚持
无偿救助，献血的人不收取任
何费用，还要自己承担路费等

开支。尽管这看起来是“不划
算”的事，但每当群里有人发求
助信息时，符合条件的“熊猫
侠”总抢着报名。“帮助别人，当
我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可以
来帮助我”，也是联盟中大多数
人的想法。

这些年，联盟越来越壮
大。目前，联盟已有 8 万多名
成员，遍布大部分省份，以 Rh
阴性血型为主，还有少数是孟
买血型、亚型血型或达菲血
型。（摘编自《四川日报》）

稀有血型者建联盟积极互助

随便拿副扑克，洗牌、发
牌，想发给你哪张就是哪张；推
牌九掷骰子，想掷出几点就是
几点……在不少人眼里充满
神秘色彩的“千术”，对河北保
定80后小伙苑青松来说，轻松
随意。当前，苑青松的主要工
作是通过短视频、直播反赌。

年少时，苑青松为了玩牌
能赢，不仅用心琢磨“千术”，还
到广州找师傅去学，苦练之下，
成为周围圈子里公认的“牌

王”，偶尔也能赢点小钱。玩牌
时间长了，他也看到赌博对家
庭的不良影响——他一个朋
友因沉迷赌博输得一无所有。

2016年，苑青松决定帮身
边的人远离赌博。他在石家庄
开了一间公益反赌的工作室，
请沉迷赌博的人来喝茶聊天，
给他们讲赌场的各种骗术与

“千术”。在朋友建议下，2018
年，苑青松注册了快手号，用直
播和短视频的方式讲述赌场

黑幕，展示赌场“千术”，劝返赌
博者。他和几个朋友拍了“十
赌九诈”系列短视频，通过故事
揭开赌场的各种套路。如今，
苑青松的粉丝已涨到149万。

现在，最让苑青松操心的
还是网络赌博。“跟传统赌博比
起来，网络赌博的隐蔽性更强，
更容易上瘾，也更难劝返。”苑
青松表示，会探索更多的方式
帮助赌徒远离赌博。（摘编自

《燕赵晚报》）

“牌王”开直播揭赌场套路

以要结婚为由，孙子向爷
爷临时“借用”房子。随后，孙
子利用爷爷年迈缺乏判断力
的特点，将房子过户至自己名
下。爷爷能否要回房子？

今年 90 多岁的朱先生名
下有一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
的房产。2021年8月，孙子朱
某称自己因结婚要借用该房
产，并带朱先生前往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理房屋租赁手续，实
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

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朱先生向
孙子朱某出售涉案房屋，房价
款为21000元，并办理了涉案
房屋的过户手续，涉案房屋的
产权登记在孙子朱某名下。

随后，朱先生的儿子、女
儿问起，朱先生称与朱某一起
去过不动产登记中心，但不清
楚去干什么，只是按要求对着
摄像头点头、摇头，以为是孙子
所说的办理房屋租赁手续。

后经多方查证，朱先生才

得知当日办理的是房屋转让
手续，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孙
子朱某却主张，爷爷将房屋无
偿赠与了他。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朱某与朱先生签订
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予以撤
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朱某协助朱先生将涉案房屋
变更登记至朱先生名下。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摘编自《羊
城晚报》）

孙子以结婚为由骗走爷爷房产

90岁老太用躺椅吓跑
黑熊 近日，美国田纳西州
90岁的艾尔莎·威廉姆斯，
刚在家门口坐下不久，就看
到 一 头 黑熊朝她猛冲过
来。据威廉姆斯介绍，这应
该是一头母熊，边上跟着三
头小熊。当看到黑熊靠近，
她拿起身边的躺椅做出攻
击的动作，把熊吓跑了。
威廉姆斯仅手臂被抓伤，
在医院处理后已经没有大
碍。据田纳西州野生动物
资源署透露，袭击完威廉
姆斯，那头母熊疑似还去骚
扰了邻居。目前，这头母
熊已被安乐死。（摘编自《都
市快报》）

印度出现老年人“返岗
潮”《印度快报》近日一篇
报道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为老年人提供就
业 的 门 户 网 站 —— 印 度
Agewell基金会收到的工作
申请数量激增。该基金会
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1%
的印度退休老年人正在寻
找有报酬的工作。其他一
些招聘平台也表示，数据显
示老年人求职申请正在增
加。79岁的古恩·希夫达萨
尼从纺织行业退休已经 20
年，但如今他不得不工作。
尽管老人们的求职之心迫
切，但报道称，目前大型的公
司并没有为老年人提供任何
空间，“大多数老年人都在非
正规部门中找工作”。（摘编
自《中国青年报》）

网约车上闲聊后，乘
客给司机转账两万元 因
为 打 车 ，两 人 第 一 次 见
面。一位是乘客，一位是
司机，相识聊天不到半小
时，司机收到乘客微信转
账两万元，希望通过他捐
献给山区的孩子们。这是
前几天发生在浙江杭州的
真实一幕。这位司机就是
今年 63 岁的杭州人项建
华。项建华曾经历煤气爆
炸，在火海中救出6人后自
己却全身烧伤，伤愈后坚
持跑步和做公益。杭州一
家公司的董事长，几天前
碰巧坐上项建华的网约
车。半个多小时车程里，
得知项建华的经历后，这
名乘客主动加项建华的微
信并转账两万元，请他代
为资助山区贫困学生。项
建华将用这笔钱为之前资
助的安徽歙县的孩子们准
备一些书籍、衣物。这笔钱
怎么花的，他也会通过微信
转告那名乘客。（摘编自澎
湃新闻）

一货车起火，众人停
车施救 这两天，一则货车
撞上监控杆起火后，十多
名司机纷纷下车合力解救
被困司机的视频，引起关
注。视频显 示 ，18 日 上
午，四川成都三环路上，
一辆货车撞击电线杆后起
火，货车司机被困车中无
法脱险。紧急时刻，经过
的车辆纷纷停到路边，十
多名司机挺身而出，有人
拿出灭火器后帮忙灭火，
另一部分人则合力解救被
困司机。据了解，从第一
位救人者出现，到众人合
力拖出被困司机，耗时只
有 3 分 35 秒。（摘编自《成
都商报》）

街头问路巧遇失联23年女儿
跟女儿失联 23 年后，78

岁的蔡佑秀终于在有生之年
找到了女儿。

6 月 9 日当天，一直在帮
蔡佑秀寻亲的四川阆中警方
电话通知其已找到她女儿，安
排第二天见面。得知这个消
息，蔡佑秀心情很好地走出宾
馆到附近散步，由于一时找不
到路，她向街头一位环卫工人
问路。没想到的是，这名环卫
工人竟是蔡佑秀苦寻的女儿胡
均，只是蔡佑秀没有认出女儿，
而女儿一眼认出了母亲。

女儿外出打工弄丢电话纸条

胡均是重庆云阳县人。
1999 年 3 月，时年 23 岁的胡
均在一位熟人带领下，揣着
500多元前往浙江义乌一家饰
品厂打工。到义乌后，因为工
厂生意不景气，熟人离开了，
胡均留在厂里。胡均给家里
打长途电话报了平安，但紧接
着，因为工厂搬迁，胡均弄丢

了写有座机号码的纸条，从此
和家人失联。

“后来，我试着给老家那
边写信，却被邮局以收件人地
址不详退了回来。”胡均说，自
己的老家地处三峡水库库区，
原来住的地方是淹没区，随着
库区移民，家人搬到其它地方，
自己就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在打工期间，胡均与一名
来自四川阆中的小伙相识并
结婚。两人常年在浙江打工，
2020年才回到阆中生活。

胡均说，结婚时自己就与
丈夫商量回云阳寻亲，但一直
都没有成行，“我心里非常自
责和内疚，也一直担心家人”。

母亲辗转各地寻找女儿

胡均不知道的是，在她外
出打工的当年，父亲就因意外
去世，母亲蔡佑秀独自承担起
抚养胡均妹妹和弟弟的重担。

蔡佑秀说，为了让两个孩
子能读书上学，自己四处打

工，还要四处打听外出打工失
联的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不
幸意外去世，只剩下儿子，这
些变故曾让蔡佑秀一度有过
轻生的想法。如今儿子已经
参加工作，蔡佑秀便想寻找失
联的大女儿。2015年，蔡佑秀
就曾发布过寻亲信息，后来又
托人在江浙一带打听，得知大
女儿可能在阆中。

今年5月，78岁的蔡佑秀
到成都寻亲，待了4天后，又只
身前往阆中。当地一名出租车
司机听说了她的情况后，送她
到阆中市公安局九龙派出所了
解情况。之后，她在派出所附
近的一家宾馆住下等待消息。

见面前母女意外相逢

阆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民警付刚介绍，他们通过对20
年来失踪人口和外面迁入阆
中人口进行筛查，发现胡均的
迁入时间、年龄、姓名高度符
合蔡佑秀女儿的情况。通过

对胡均、蔡佑秀两人DNA数据
分析比对，发现胡均就是蔡佑
秀的大女儿。6 月 9 日，付刚
分别给蔡佑秀和胡均两人打
电话说了情况，并通知两人第
二天上午到阆中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见面。

想到第二天就要见到女
儿，心情大好的蔡佑秀出门散
步，走到阆中市东风中学门口
时，找不到回宾馆的路，便向
路边的环卫工人求助。蔡佑
秀没想到，这名环卫工人竟然
是她失联的女儿。“当时我正
在东风学校门口做保洁，一个
老人过来问路。我转过身第
一眼就认出她是我妈，我当时
激动不已。我喊‘妈’，妈却不
认识我，怕遇到骗子，当时还
给付警官打了电话。”胡均说。

胡均说：“我亏欠母亲，没
有尽到女儿的孝道，余生我要
陪着母亲一起度过，要让她的
晚年生活更幸福。”（摘编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你才多大？总是我
老道咯，我玩股票多少年
了，放心，我懂的！”

——近日，浙江杭州
建德市公安局民警俞孙昊
接到110指令，当地工商银
行内有老人要汇款，疑似
被骗。俞孙昊前往现场得
知，该老人长年购买股票，
通过 QQ 好友认识一名叫

“桐雨”的女子，“桐雨”推荐
老人用一个名为“金马证
券 ”的 虚 假 App 投 资 股
票。俞孙昊通过聊天记录
判断，老人已落入骗子圈
套。面对俞孙昊的劝阻，
老人不为所动。民警为老
人播放反诈宣教片，并口
述典型案例进行劝解。老
人终于意识到对方可能是
诈骗，放弃了转账。（摘编
自《杭州日报》）

跟一句：要适当服老，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