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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是一起单方交通事

故，交警到达现场后竟意外发现，报

警男子涉嫌非法进洞盗矿。 1 月 19

日，铜仁市万山区，一盗矿者报警求

助后自投罗网。

当晚 20 时 40 分， 万山交警大

队接到一男子报警求助称：“今天雾

有点大，我的车开到路边排水沟里，

出不来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里是

哪里，快来帮帮我。 ”

根据男子的描述， 交警立即组

织人员兵分三路进行巡查， 最终在

铜仁市老城区二坑老湖线路， 发现

一辆打着双闪的银色小轿车侧翻在

路边，驾驶员则坐在一旁等待。

事故现场， 交警询问男子从何

而来？ 准备去哪？ 驾驶员支支吾吾，

避而不答。 就在与其交谈的过程中，

细心的交警发现驾驶员的手上及鞋

上粘有红色的沙泥， 很像当地盛产

的朱砂，出于职业敏感，交警随即要

求驾驶员打开后备厢接受检查。

在小轿车后备厢里，交警果然发

现了一编织袋的红色朱砂。 在证据面

前，再加上交警的再三询问，驾驶员

不得不交待： 当天早上 9点左右，他

与另一名村民一同前往矿洞内非法

盗矿， 晚上 7点 40分左右从矿洞内

出来时， 天色已晚又加上雾太大，驾

车回家途中一个不小心就把车开到

路边沟里了。 本想着报警求助而已，

不会被发现，谁知还是被细心的交警

看出猫腻，最终自投罗网。

目前， 铜仁市万山交警大队已

将嫌疑人移交万山派出所， 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悉，铜仁市万山区因历史上盛

产汞而被誉为“朱砂王国” ，曾是国

内最大的汞工业基地，素有“中国汞

都”之称。据当地民警介绍，一斤朱砂

的市场价在 300元左右， 为了利益，

盗矿者会去已经被封的废旧矿洞铤

而走险。 这样的矿洞内一般石头松

动，十分危险。（实习记者 董容语）

本报讯 遵义市绥阳县的两名

村民没有想到，自己娶的“越南新

娘”背后竟是一个婚骗团伙，他们因

此人财两空。 在前期追回部分损失

后，近日，遵义市中院法官到监狱提

审服刑人员再为受害人追回损失，

一起跨国婚骗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2017 年 3 月 18 日， 遵义市绥

阳县警方接到报警：该县太白镇村

民张某称， 自己花 4 万元彩礼和

2000 元交通费娶来的越南籍妻子

阮某燕儿，准备从太白逃跑。 警方

闻讯后赶到现场，将这名“外国新

娘” 抓获。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阮某

燕儿背后竟然有一个跨国婚骗团

伙。 之后，该团伙成员李某辉、阮某

燕儿（2 人均为越南籍）、陈某燕先

后被抓获归案，阮某兰（越南籍）在

逃。因被告人涉及外籍人员，该案由

遵义市中院审理。

遵义市中院审理查明， 早在

2017 年初，李某辉与两名越南籍女

子阮某兰、 阮某燕儿及中国女子陈

某燕经商量后， 决定以将 3 人介绍

给他人假结婚的方式骗取钱财。

2017年 2月 19日，李某辉通过

早前嫁到绥阳太白镇的熟人阮某英

（越南籍，另案处理）及其夫梁某易

（另案处理）联系，将阮某兰带到绥

阳县太白镇， 介绍给当地村民梁某

灿结婚， 骗取梁某灿 3 万元彩礼钱

和 1000 元路费， 梁某灿另付梁某

易、阮某英 3300元介绍费。

同年 3 月 1 日， 李某辉将阮某

燕儿介绍给当地村民张某勇结婚，

骗取张某勇 4 万元彩礼钱和 2000

元车费。 3月 3日，李某辉又将陈某

燕介绍给太白村民梁某乾， 骗取梁

某乾 4 万元彩礼钱、2000 元车费、

1000元介绍费。

警方在侦查中，追缴赃款 66243

元并发还受害人。

2017年 12月 4日，遵义市中院

一审判决李某辉 3 人犯诈骗罪，判

处被告人李某辉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 1 万元，驱逐出境；判

处被告人陈某燕有期徒刑 1 年 3 个

月，并处罚金 5000 元；判处被告人

阮某燕儿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并

处罚金 5000元，驱逐出境。

据悉， 李某辉等人共计诈骗 3

村民近 12 万元。 考虑到这笔 “彩

礼钱” 对 3 名被骗的村民来说是不

小的损失，法院还判决由上述被告

人退还被骗“彩礼” 。 除了警方追

回的 66000 余元外，仍有 5 万余元

缺口。

不过， 遵义市中院执行局通过

多方查找， 并未发现上述被告人还

有可供执行财产。

“3 名被执行人中有两名属越

南国籍， 如果要执行其在境外的财

产， 需走复杂的外国法院对判决承

认和执行的程序。”遵义市中院执行

局有关人士说， 这对居住在边远地

区的农民来说， 是一道难以逾越的

法律障碍。

为尽快执行到位， 去年底，法

官前往李某辉服刑监狱，最终确认

其以越南名开卡的账户，查实上面

有 3 万余元。 在南宁法院及当地银

行配合下，法官将该款划至遵义市

中院相关账户上，并将其分发给受

害人。

“加上前期公安机关查扣的和

这一笔执行款， 我们的大部分损失

得以追回。 ” 一名受害人说，对剩余

的少量被骗款项，他们决定放弃。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一妇女携带一发子弹，

打算带回重庆老家给体弱多病的孙

女辟邪， 不料在铜仁火车站进站口

被安检“识破” 。

1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多， 在铜

仁火车站进站口，一名 50 多岁的妇

女在通过安检口时， 安检设备突然

发出“嘟嘟嘟” 的报警声。

安检员立即对妇女进行检查，

从其身上一个红色的小绸袋内，查

获一发长约 5.5厘米的子弹。

民警立即将其带到派出所询

问。 经查，该妇女代某是重庆市人，

子弹是其父辈遗留下来的， 放在家

里已经 30多年了。

代某称， 她不知道子弹是禁带

物品。听别人说子弹可以辟邪，这次

准备带回老家， 放在体弱多病的孙

女身上，希望娃娃身体早日好起来。

铜仁站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

定， 收缴了代某的子弹， 对她处以

100 元罚款， 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教育。

铁路警方再次提醒， 乘坐火车

禁止携带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易

燃、易爆、有毒和其他违禁物品。 其

中，枪支弹药是法律严禁私藏、携带

物品，一经发现，将依法处罚；情节

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一古稀老人，在当地离奇失踪 20 年

并被注销户口后，于 2019 年 1 月出

现在贵州惠水境内， 后被当地警方

送往惠水救助站。 在多部门以及志

愿者的联动下， 终于为老人找到了

远在四川的家人。1月 24日，记者从

远在四川的老人儿子口中得知，老

人目前已被接送回家妥善安置，身

体状况和情绪稳定。

老人名叫倪炳生，年逾七旬。 据

惠水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1 月 10

日， 惠水县好花红乡派出所民警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一流乞老人在街头

昏睡，因老人口齿不清，精神恍惚，

通过言语无法与老人正常沟通，不

能识别其身份， 民警只好将老人送

进救助站进行安顿。

据了解，进入救助站第三天，工

作人员无意间发现老人会讲话，而

且是四川一带的口音。 通过耐心启

发和引导， 老人慢慢打开心中的记

忆闸门，从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工

作人员得知老人是四川省广安市邻

水县人，但具体到哪个乡镇，老人还

是含糊不清。

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当日，惠

水县救助站将老人信息发布在全国

救助系统中，1月 14日，又编辑信息

在贵州救助寻亲微信群刊发， 同时

推送到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进行

广泛传播。

1月 15日，惠水县救助站接到来

自四川广安的一妇女电话，称该救助

对象系其走失多年的父亲。 为甄别真

伪，救助站工作人员让老人与对方进

行了视频见面，“刚见着老人，对方就

激动得哭了出来。”工作人员说，经过

核实，认定老人就是四川广安邻水县

人倪炳生，而这个与其视频通话的妇

女，就是老人的大女儿。

“我们一家找了 10多年，都以为

老人已经不在世了，连户口都注销 10

年了！ 没想到你们竟然还能帮我找回

失散多年的父亲，太感谢了！” 1月 18

日，老人的儿子倪召清等亲人一行千

里迢迢来到惠水救助站，将一面写有

“大爱无疆 热心救助” 的锦旗送给

了救助站的全体工作人员。

据倪召清回忆， 在他 29 岁那

年，父亲身体出现了毛病，精神上受

到刺激后一直都是混混沌沌的，因

为家贫没钱送医， 只好在家进行保

守治疗。 当年夏天，老人突然不辞而

别，家人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老人

的消息。 之后，家人以为老人早已不

再人世， 于是就到当地公安机关按

照死亡程序注销了老人户口。 倪大

哥说， 今年自己也是 50 岁的人了，

如此算来老人已离家 20余载。

另据了解，由于老人年事已高，

加上长期有病在身，对于这 20 余年

来流乞到哪些地方， 老人至今无法

说清。 家人表示，只要平安归来，以

前的旧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罗再高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本报讯 一男子捡到同事手机

后，不但没有归还，还将手机支付宝

上的钱转走，并利用支付宝的花呗功

能购买一部 1000多元的新手机。 1

月 22日，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平坝

区公安局夏云派出所抓获。

据介绍，2018 年 12 月 25 日，

平坝区公安局夏云派出所接吕某报

警称：12 月 16 日晚，下班回寝室后

发现手机被盗，起初没有在意。不料

几天后发现支付宝中的 4900 余元

也被转走了。

接警后，夏云派出所高度重视，

随即组织人员对此事展开侦查。 历

经一段时间侦查民警发现， 盗取手

机人员疑是吕某工厂同事郭某。

2019 年 1 月 22 日， 在掌握相关情

况后， 夏云派出所组织人员前往郭

某老家六盘水， 在当地派出所的支

持下，将嫌疑人郭某抓获。

据郭某交代，2018 年 12 月 16

日当天， 他在单位寝室楼下捡到了

同事吕某的手机，便一时起了贪念。

随后， 他利用短信验证码将支付宝

密码修改， 并把吕某支付宝上的

4900 余元全部转到自己卡上，他还

利用花呗透支的方式， 购买了一部

1000余元的手机。

目前，郭某因涉嫌违法盗窃，已

被平坝区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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