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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医护人员为女婴多方筹措医疗费用

学炒股吗？骗你100多万的那种

“股票大师”
加微信指导炒股，
株洲姐妹113万元打水漂
本报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夏可岚
通讯员罗和平 鲁昌吉 尹珍琦 株洲报道
每天分享投资信息，不定期直播学习，还
有专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当你进了这样的理财
群，是不是觉得自己躺着也能赚钱？株洲的刘
女士就被拉入这样一个投资理财群，不过，她
和姐姐先后投入的 100 多万元，却最终打了水
漂。警方侦查发现，刘女士所在的“股票群”，
除了她和少数几个受害者，导师、股民，都是骗
子精心扮演。刘女士报警一个多月后，在距离
株洲 800 多公里的厦门，警方抓获了诈骗刘女
士的团伙成员，而曾让刘女士深信不疑的“股
票大师”
，其实是几名骗子共同扮演。

账号里有200多万元，
一分钱也取不出
刘女士对投资股票颇有兴趣，今年 7 月初，
一个陌生微信打破了她原本的宁静生活，正在
休息的刘女士被微信好友（不详）推荐名片加
为好友，对方自称为股票投资老师，并被拉入

一个股票群。
刘女士告诉民警，群内会经常开一些直播
课等，
“ 专业”的课程让刘女士更加信服。在
“投资老师”的诱导下，刘女士下载了一个证券
App，随后几天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投
资。起初，刘女士只是投入 2000 元试试，但没
想到很快就赚了几百元。见投资有回报，刘女
士慢慢加大了投资金额，一个星期内，陆陆续
续投资了 30 多万元，见到刘女士投资有赚头，
之后，刘女士的姐姐也跟着投资，随后，两人被
拉入另外一个新群，新群的成员少了一些，但
导师似乎更加热情，而群里的“股民”也时不时
分享一些自己股票赚钱的截图，并在群聊中感
谢“导师”。这一切，让刘女士和姐姐更加深信
不疑，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直到 7 月底，两人共
计投入了 113 万元。
“在发现自己被骗前，我在他们那个系统
里看到账号已经有 200 多万元了。”7 月底，刘
女士想从账户里取出一部分钱时，却发现账户
出了问题，钱无法提现，当她联系对方“导师”，

却发现自己微信已被拉黑。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刘女士很快报警。根
据线索，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民警结合其他
同类型案件进行侦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
一起典型的虚假投资类诈骗，背后的受害者远
不止刘女士和其姐姐二人。因案情重大，天元
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报告株洲市公安局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进行研判。

诈骗团伙藏身城中村，
涉案金额上千万
通过案件分析，警方发现该团伙并不单
单是网络诈骗这么简单，隐藏在背后的还可
能是“杀猪盘”，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涉案金
额巨大。
7 月 24 日，株洲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以刑
侦、网技、天元公安分局为主的专案组，经过 23
天日夜奋战，专案组查清了该诈骗团伙位于厦
门市的落脚点、组织架构及活动轨迹。8 月 17
日，天元公安分局组织 30 名民警，在厦门市、同
安区两级公安机关刑侦、网安等部门的全力配

合下展开收网，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收
缴作案用的笔记本电脑 10 余台，手机卡 30 余
张，涉案金额初步估计上千万元。
“他们居住在城中村里面，位置隐蔽。”警
方介绍，此次抓获的嫌疑人平均年龄在 30 岁左
右，该团伙人员分工明确，窝点分布在境内外，
有专门的引流组、授课组、素材组等。该团伙
还有专业的话术本，让刘女士曾深信不疑的
“导师”，也是几名骗子扮演。为了不断引导受
害人投资，诈骗团伙对每一步都进行了精心的
策划。
警方介绍，他们一般先将受害人拉入微信
群中，群内所谓的“炒股专家”会定期发布一些
“牛股”，然而群内大多都是提前找好的“水
军”。
“水军”会在群里鼓吹，跟随炒股专家的推
荐炒股赚了钱，从而诱导受害人进行投资。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警方提醒，股市有风险，不要相信所谓的
稳赚不赔，更不要使用非正规渠道的 App 进行
投资，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住院犯酒瘾
男子多次去超市偷酒喝
本报株洲讯 住院期间理应戒酒休养
身体，但株洲男子邓某某酒瘾太大，忍不住
喝酒怎么办？邓某某竟趁人不备，多次潜入
一家超市偷白酒。近日，株洲芦淞公安分局
贺嘉土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
人邓某某在 9 天时间里，几乎天天潜入同一
家超市偷酒喝。让办案民警诧异的是，邓某
某作案时正是住院期间。
“盘点库存时，发现少了几十瓶白酒。”
失窃超市的负责人张先生介绍，8 月 13 日晚
上，他对超市库存进行盘点时，发现几十瓶
白 酒 的 数 量 不 对 劲 ，总 价 值 在 1500 元 左
右。通过调取超市监控，张先生发现，从 8
月 7 日至 13 日，一名中年男子几乎天天都来
超市偷酒，每次偷三四瓶。张先生随即报
警，贺嘉土派出所民警根据嫌疑人的作案
规律，分析男子还会来作案。
8 月 15 日，嫌疑人再次出现在了超市，工
作人员随即将其控制并报了警。随后，该男
子被民警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经审讯，这名连续偷酒的男子叫曾某
某，大约一个月前因交通事故在省直中医
院 住 院 。 住 院 期 间 ，曾 某 某 的 酒 瘾 犯 了 ，
但苦于囊中羞涩，于是就铤而走险去超市
偷酒喝。
因涉嫌盗窃，曾某某目前已被警方依法
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魏天宇 实习生夏可岚

湖南好人

我的心补好了，
妈妈快回来
女婴患先天性疾病，
省儿医多方筹措为她减免费用
本报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申晟 通讯员李雅雯 长沙报道

月4日，
小锦转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

8 月 20 日，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护士长杨贵红不时望一下电梯口。当日是 3
个月大的女婴小锦出院的日子。朝夕相处
了近 20 天，
她有些不舍。
几分钟后，小锦爸爸带着换完药的小锦
回到病房，杨贵红立马迎了上去，摸着小锦
的头询问情况，小锦一看到杨护士长，小眼
睛笑得弯弯的。
小锦患有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相当
于只有半颗心脏在工作。在省儿童医院，小
锦遇到了一群有爱的医护人员，在这里，医
院帮她申请慈善救助，联系媒体、爱心人士，
为她减免医药费。

“小锦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们都很
喜欢她。”杨贵红说，整个护士站的工作人
员，都把小锦当自己的孩子。无论是谁值
班，工作之余逗一逗很爱笑的小锦。太阳好
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就会抱着小锦去外面晒
晒太阳。
得知小锦家庭情况后，湖南省儿童医院
的医护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为孩子争取治疗
费，为她申请了爱佑童心和千家爱儿童救助
项目。原则上，一个孩子只能够申请一个基
金会的援助，但一个基金会的援助不足以覆
盖小锦的治疗费用。最终，经过与基金会的
多次沟通，有两家基金会同意了破例共同为
小锦提供帮助，手术费用的问题最终得到了
解决。8 月 7 日，
小锦进行手术。
考虑到出院后，小锦的爸爸需要照顾小
锦，无法工作，杨贵红又四处筹集捐款，将收
到的几千元善款用于小锦出院后的生活费
用。小锦住院期间除手术外的治疗费用，医
院也全部减免了。

妈妈和爸爸吵架后离开
23 岁的尹先生来自湖北恩施，女儿出生
之后，面色苍白，身体非常瘦弱，家人带她到
医院检查，
被确诊为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
“孩子右心房压力很大，容易导致右心
衰。”医生说，正常人的肺静脉血流入左心
房，而患有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小锦，肺静脉
不与左心房相通，肺静脉血流入右心房，
“也
就是说小锦整颗心脏只有半颗心在运转”
。
因家人凑不齐近 8 万元的手术费用，小
锦迟迟没能动手术。小锦妈妈也与尹先生
大吵一架后离开，
至今杳无音讯。
“家里确实负担不起这个费用。”尹先生
目前在恩施一家电子厂打工，月薪 2000 元
左右。小锦住院后，尹先生一边打工一边筹
钱，两个月以来，并没有筹到太多钱，手术也
一直拖着没做。
湖南省儿童医院得知小锦的情况后，
院长
赵卫华当即决定全力给小锦提供支持帮助，
派
出专家团队将小锦接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8

在医院收获了一群医护妈妈

护士手把手教他成
“超级奶爸”
交谈中，小锦一扭一扭地有些不安。小
锦爸爸立马将她抱起来回到病房。
“他现在是超级奶爸了。”护士长杨贵红
说，
刚来的时候，
小锦爸爸好像还没有从单身
的状态切换过来，给孩子换衣服、换尿布、洗
澡，
全都不会，
抱孩子累了要换手，
都要先将小
锦放在床上，
再从另外一边抱起来，
“我们护士
手把手地教他带娃，
现在已经很娴熟了”
。
“她身上的衣服是妈妈在她出生之前买
的。”小锦爸爸说，
“我希望逢年过节的时候，
她可以来看看小锦，不要让小锦长大后，知
道妈妈不要自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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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面馆加餐
老兵悄悄买单后离开

十多年的坚持让被拐少年回家
本报记者张沁
实习生任弯湾 李佳美 长沙报道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让小孩有爸妈可以
疼。”罗湘玲说。她是永州市蓝山县人。自 2001
年起，罗湘玲照顾被拐孤儿骆勇文，并多方走访
知情人，
收集、
整理骆勇文的资料和照片，
通过媒
体帮孩子寻亲。2018 年，
她终于帮骆勇文找到家
人。罗湘玲如今依然与骆勇文有着联系。

主动承担起照顾孤儿的任务
上世纪 90 年代，在广东惠州打工的蓝山县
环连村村民骆秋兴，花钱从人贩子手中领回一
个小男孩，取名骆勇文，并对他疼爱有加。但
2000 年初，骆勇文的养母肖竹荣因病去世。三
年后，骆秋兴患直肠癌去世。这时，骆勇文成了
别人口中的“孤儿”
。
2004 年，时任蓝山县妇联主席刘素萍发动
当地女企业家协会为骆勇文捐款捐物，然后送
他到蓝山县职业中专免费学习。时任蓝山县妇
联纪检组长罗湘玲主动承担了照顾骆勇文的责
任，帮他整理物品、交学费、买衣服、理发、换被
子等生活事宜。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她都把骆
勇文接回家，走亲戚也带着他，让当时的小勇文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罗湘玲回忆骆勇文刚到自
己家里吃饭的场景，说当时的勇文有些拘谨、不
敢夹菜，于是自己每吨都用大碗为他装饭，然后
帮他盛满他喜欢吃的菜。
“ 他一下子就吃完了。
饿怕了，有东西吃他是不会放过的。”罗湘玲的
家人也十分支持她照顾骆勇文，她的女儿与骆
勇文是要好的玩伴。

关注。
然而，寻亲之路却是一波三折。罗湘玲带
着骆勇文先后与 6 个寻亲的家庭见面，每一次
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这时，骆勇文
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寻亲
之路充满坎坷，自己心有倦怠想要放弃；另一
方面想到自己幼时经历的苦难，对亲生父母产
生了埋怨。罗湘玲觉察到骆勇文的心理，经常
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寻找亲生父母。
“ 寻亲路上
再苦，你一定要坚持，你爸妈肯定在无时无刻
地寻找你，他们比你更苦。”
2018 年 9 月 11 日下午，
罗湘玲忽然接到重庆
市忠县雷德周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和骆勇文
DNA 配对成功。罗湘玲在雷德周的指引下打开
“宝贝回家网”
，
发现雷德周在
“宝贝回家”
网站发
布的 25 年前被拐儿子雷惊川的照片，
和小时候的
骆勇文惊人相似。罗湘玲欣喜万分，
立马把这一
消息告诉了正在河南郑州务工的骆勇文。

两家人如今依然还有着联系

“要帮孩子走出困境，最关键就是要找到他
的亲生父母。”罗湘玲多方走访知情人，收集、整
理骆勇文的资料和照片，并写了一篇 2000 余字
的通讯，发给了多家媒体，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

在儿子刚被偷走时，雷德周非常难过，妻子
毛素英还因此昏迷了四天四夜，雷德周的姐夫
在寻找过程中还遭遇车祸不幸身亡。2018 年 9
月 5 日，雷德周接到警方通知：通过 DNA 大数据
比对，他和湖南的骆勇文配对成功。雷德周激
动得无以复加，并通过网络搜索到了当年帮骆
勇文寻亲的报道，找到了罗湘玲。
2018 年 12 月 27 日，骆勇文在罗湘玲的陪同
下第一次回到重庆忠县，父母、妹妹、爷爷奶奶、
叔叔姑姑等亲人已经等候多时。如今，两家人
依然保持着联系。今年上半年，骆勇文告诉罗
湘玲自己希望把户口迁回忠县，于是将材料寄
到了湖南托她处理。
骆勇文的名字如今改回了亲生父母为他取
的“雷烨华”。
“ 我们现在也还会有联系，想起当
时刚遇到他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酸，好在终于
和父母团聚了。”
罗湘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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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湘潭讯 8 月 19 日凌晨，在湘潭市
湘潭县一家面馆内，刚出完任务的湘潭县
金桂路消防救援站的 5 名消防员，饥肠辘辘
地来到湘潭县一家面馆吃面，在买单的时
候，店老板告诉他们，单已经被人买了。是
谁给消防员买的单？
面馆老板介绍，是一名身着黑色衣服
的男子。消防员查看监控视频发现，该男
子 买 完 自 己 的 单 之 后 ，又 特 意 从 外 面 进
来 ，替 5 名 消 防 员 买 了 95 元 的 单 ，再 悄 悄
离开了面馆。
面店老板朱家顺介绍，该男子是店里的
熟客，但不知道住哪里。很快，这段买单视
频在湘潭网友热传，眼尖的网友一眼就认
出是，这名男子是湘潭县杨嘉桥镇武装部
副部长张运林，也是一名退伍老兵。得知
神秘男子身份的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郭亚希
作为代表，特地买了水果来到杨嘉桥镇政
府，向这位老兵表示感谢。
张运林在杨嘉桥镇武装部负责征兵工
作，对军人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 看到
他们满头大汗，在想他们是出完警之后饿
了过来吃面。消防员是和平时期非常辛苦
的一个群体，所以我悄悄把单买了。”张运
林说。
郭亚希表示，张运林的举动让他感觉到
非常暖心，
“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肯定，让
我们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李大超 方健 何新闻

老手艺新步伐
帮全世界
“云”
开锁
据新华社电 3 年前，白云还是一名来
自张家界的开锁师傅，如今，36 岁的他“管
理”着 1 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锁匠——通
过一个叫“开锁总部”的微信小程序。
“我们平台入驻的师傅最远在澳大利
亚，只要顾客需要，我能在 15 分钟之内为他
找到墨尔本的华人开锁师傅。”白云告诉记
者，
“开锁总部”的功能十分明确——当客人
需要开锁换锁的时候，通过小程序就能快速
定位附近的开锁师傅。
“保险柜锁、汽车锁、防盗门锁……不同
的锁结构不一样，开锁方式和难度也各不相
同，好的开锁师傅要对各式各样的锁‘了然
于胸’
。
”白云说。
白云年轻时去耒阳学习开锁技术，拿到
营业执照并在公安部门备案后，白云正式成
为一名开锁师傅。
“第一单生意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把普通的民用锁，其实并不难开，但
因为我不够熟练，加上第一次给人开锁很紧
张，足足开了二三十分钟。”白云说，后来随
着技术越来越熟练，找他开锁的人渐渐多了
起来，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
2017 年，白云从同学口中得知微信小程
序功能，顾客通过搜索，
就能找到相关信息。
“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小程序做成一
个锁匠入驻的平台呢？全国这么多开锁师
傅，如果有平台把他们的电话整合在一起，
顾客打开小程序就能找到附近的师傅，既
方便顾客，也能为锁匠带来更多生意。”白
云说。
经过几轮研发和测试，2017 年 11 月，被
白云命名为“开锁总部”
的小程序正式上线。
2018 年，白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运
营推广“开锁总部”的同时，又陆续研发了
空调上门维修、管道疏通等众多家政服务
类小程序，目前公司旗下有各类上门服务
小程序 1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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