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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活琐事吵架，老婆一脚油门溜了——
—

男子高速路步行16公里追老婆
本报讯 5 月 7 日凌晨 2 时许，
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八寨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 一男子孤身一人从高
速路上逆行走到收费站， 称自己被
妻子抛弃在高速上。
该男子万某系重庆人， 和妻子
结婚没多久，“
五一” 期间和妻子到
贵州自驾游。本来是很愉快的旅行，
却因生活琐事， 两人在回程途中吵
了起来。
妻子已怀孕数月， 当天丈夫喝
了酒，所以由妻子开车。两人争吵得
越来越激烈。当行驶到某服务区时，
万某想要下车上厕所。 妻子停下车
让他方便。没想到的是，当他从厕所
出来时，妻子已踩着油门绝尘而去，
地上还“
躺着” 他刚被砸碎的手机，
钱包也在车上，身上什么都没有，万
某瞬间酒醒。
万某并不熟悉道路， 深夜服务
区也没有人， 心急又有点害怕的他
沿着来时的高速公路逆行， 借着酒
劲连走带跑 16 公里，两个半小时就

到了金银山收费站。
当民警见到万某时， 他悻悻地
坐在值班室里， 并表示不生妻子的
气，补充道“重庆男人都是耙耳朵
嘛。 ”
获悉情况后， 民警帮其联系家
人。但万某尝试几次背家人的号码，
失败了， 家里人电话他一个都记不
清。
随后民警将万某带回派出所，
为其购买了食物， 并为他在当地旅
店开了房休息。 当旅店老店听说万
某的“遭遇” 后，立即免费，“这兄
弟不容易，就当在自己家留宿了。 ”
民警查询了万某的相关信息
后，与其户籍地派出所相互沟通，在
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 与其家人取
得了联系。
第二天， 民警为万某买了去
重庆的高铁票， 并驱车把他送到
毕节高铁站。 回家后万某发微信
给民警表示感谢， 还把返程车费
转给民警， 承诺以后一定会和妻

夫妻闹离婚
扯出犯罪线索
只因买了个娃娃，丈夫索要
抚养费

万先生获得民警帮助
子好好沟通。
民警提示：在高速上吵架，容易
情绪车” 、“
斗气车” ，忽
演化成开“
视高速路况，发生不必要的事故。此

外， 在高速上步行和逆行是极危险
的行为， 切勿因一念之差导致无法
挽回的结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雷琴）

上游泄洪 钓友被困河心
消防人员紧急驰援，顺利将其救出
本报讯 5 月 11 日， 习水一名
青年在河心垂钓时，突遇上游开闸
泄洪，被困河心。 当地消防人员迅
速组织方案,将其救出。
11 日 15 时左右， 习水县消防
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赤水河
习水县习酒镇两河口河段因上游开
闸放水，水位急剧上涨，导致一名在
河中央石头上钓鱼的男子被困。
随后，习水县华润大道消防救
援站迅速出动救援。 因从救援站
到现场需要约 40 分钟时间，为争
取救援时间， 救援人员接警后立
即联动当地派出所联系上游水库
关闸停水。 行车途中，救援人员与
现场民警、报警人进行 20 多次通

话，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了救
援计划。
15 时 47 分， 消防指战员到达
现场看到， 这名被困青年男子处于
离岸 8 米左右的河心巨石上。 当地
村民说，河道最深处有 2 米左右，被
困者不熟悉水性，无法自救。
按照之前制定的救援计划，1
名水性较好的消防员穿好水域救援
服，并携带漂浮绳、救生衣等防护装
备， 利用漂浮绳做好自身安全保护
后，前往河中央岩石处。
根据当地村民指引， 消防员选
择了一条风险相对较小的路线行进
至被困者处，将其营救上岸。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救援现场

本报讯 日前，遵义市汇川区一
对青年男女向法庭提起离婚， 双方
均称未生育子女。 不过，在审理中，
丈夫却提出要妻子支付孩子抚养
费。 原来，这对夫妇曾通过朋友买了
一个孩子。 记者 12 日从汇川法院获
知，因涉嫌犯罪，法院已将此线索移
交警方。
4 月 26 日， 汇川法院板桥法庭
受理了一起离婚案。 该案的原、被告
双方都姓王。 原告在起诉中的诉讼
请求只有要求离婚一项。 起诉状事
实与理由中明确表明， 二人婚后未
生育子女。 在询问被告过程中，王某
（男） 称同意离婚， 但要 求 王 某
（女）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细问之下，二人这才承认，他们
“
收养” 了一名孩子。 不过，孩子的
出生证明却是江苏省宜兴市某医院
出具的。 这与二人的表述严重不符。
再三追问下，二人这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王某夫妇婚后不想生孩子，丈
夫的表哥得知后， 表示愿意帮他们
“
抱” 一个。 王某（女）也表示，只要
孩子健康，他们愿意支付几千块钱。
后来， 表 哥 果 然 给 王 某 夫 妇
“
抱” 来了孩子。 王某（男）称，他们
一直没有向表哥支付费用， 但孩子
确实不是合法收养的。
鉴于二人的行为涉嫌犯罪，法
官在对二人的离婚纠纷作出调解处
理后， 将相关材料移送给当地公安
机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养老面临难题
九旬母诉 6 子女
经法官协调，双方达成协议
本报讯 遵义市一位九旬老太
因脑梗瘫痪在床后， 其 6 名子女为
老人的养老问题产生分歧。 日前，当
地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老人由幼子
照顾， 其余子女合计向老人支付
900 元费用。
现年 95 岁的刘老太，家住遵义
市红花岗区。 去年 5 月，老人因右脑
大面积梗死， 导致左边肢体失去活
动能力，瘫痪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为老人的养老问题，6 名子女产生
了分歧。 今年 4 月，老人只得将孩子
们告上法庭。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 法官组织
6 名子女到庭进行普法教育后，子
女们最终认识到错误， 最终子女们
与老人达成和解： 老人继续在小儿
子席某家中由其照顾， 其余 5 子女
将 每 月 支 付 老 人 生 活 费 用 共 900
元， 老人的后续医疗费用由 6 子女
均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叙利亚军官” 骗她 6 万元
民警抓获电信诈骗骗子,将钱款全部追回
本报讯 日前，一名“叙利亚军
官” 领了 350 万美元退休金，但他
所在的国家兵荒马乱， 希望将这笔
款以现金方式快递给赤水一位女
士，请她代为保管。这名军官为何要
大费周章？ 答案是： 以此为诱饵诈
骗， 骗子与受害人在微信上聊了大
半年，最终骗得 6 万元。
2018 年 9 月，家住赤水市的戴
女士微信收到一条添加好友的请
求，添加后，她发现对方是一名“老
外” ，自称是叙利亚军官。
和外国人有什么聊的？ 戴女士
没有过多理会。去年 3 月，军官再次
借助翻译软件，与戴女士聊了起来，
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 对方还发了
工作证、工作照、生活照等，证明自
己身份真实。
慢慢地， 戴女士相信了对方
的身份，并在微信上经常聊天，感
情也逐渐加深， 似乎成为一对跨
国知己。
聊天中， 军官无奈地告诉戴女
士，自己即将退休，因为有战功，政
府给了他 350 万美元的退休金。 但
是，国家风雨飘摇，随时都有危险，

自己在叙利亚也没有亲人， 他想到
中国来颐养天年， 却找不到人保管
这笔钱。
军官希望， 戴女士能代他保管
这笔钱，并承诺事后给 50 万美金作
为报酬。为打消戴女士的疑虑，军官
还发了张装满美元的大皮箱照片。
戴女士欣然答应， 就将自己的的姓
名和收货地址发给对方。
但戴女士没有想到， 接下来自
己就掉入了圈套。 先是一名安全送
货公司代理人， 给她发了一个英文
表格， 经叙利亚军官翻译后戴女士
获知， 快递已经按照戴女士写的地
址准备发货了，但要先转 5000 元人
民币到一个私人助理的微信账户
上，这样包裹才能从叙利亚寄出来。
戴女士不假思索， 就通过微信转了
5000 元钱。
随后，代理又联系称，装有 350
万美元的包裹寄到了印度尼西亚，
但需要 18300 元的税费。 想到 350
万美元已经在寄给自己的路上了，
戴女士又如约付款；又过了一天，送
货代理再次发了照片给戴女士，说
包裹已经到了台湾国际机场物流

园，要付 2 万元才能进入，戴女士又
了掏光自己的无底洞？ 戴女士冷静
付了款。
分析并将情况告诉朋友， 这才发现
当天晚上， 戴女士接到一个电
遭遇了电信诈骗， 于是向赤水警方
话，对方称电话是送货员打的，包裹
报警。
马上到国内了，正在过海关，因为是
据警方介绍， 因嫌疑人微信和
叙利亚寄到中国的物品， 需要缴纳
身份信息均使用虚假信息， 且不在
35000 元办理反恐证书， 有了反恐
国内，案件侦办一度陷入僵局。今年
证书才能进到中国。
5 月，办案民警通过缜密侦查，抓获
已经转了 4 万多元手续费的戴
了电信诈骗嫌疑人王某， 并为她追
回损失的受骗现金。
女士，已经没有钱了。 对方称，他们
经协商，可以只付一半费用。 于是，
5 月 9 日， 戴女士拿着锦
戴女士就又打了 17500 元到对方指
旗来到赤水市公安局，向警方
定的账户上。
致谢。
几天后，送货代理又发来消息：
（王长育 贵阳日报融媒体
包裹已经到了温州机场， 但是却被
记者 黄宝华）
海关扣押了，因
为箱子要求不能
打开，所以需要
办理一个免开箱
2020 年 4 月 14 日， 在贵阳市经开区开发
2020 年 3 月 29 日，在贵阳
检查手续和通关
大道玖行能源足球场旁储水池内发现一老年
市经开区花冠路中段恒大项目
费等，大概需要
男性死亡，尸体高度腐败，年龄约 60 岁，上身
部门口发现一老年男 性死 亡，
60000 元。
着线紫色横条纹 T 恤，下身着黑色棉裤，双脚
年龄约 65 岁，上身着黑色外套，
这个来自异
穿黑色棉鞋，身高约 158cm，请知情者联系贵
下身着卡其色长裤，身高约 162cm，请知情者联
域他乡、 装有
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联系电
系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联
350 万美元的包
话：0851-83799961。
系电话：0851-83799961。
裹，怎么反倒成

寻死者亲属

寻死者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