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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前陪爸爸一起“致青春”

扫码购票

他是香港乐坛的殿堂级人物，是无数人青
葱岁月里的温情偶，也是年年 25岁的音乐王子
——谭咏麟。2019 年 6 月 15 日被乐坛尊称为

“谭校长”的他终于要将银河岁月 40载巡演，带
到沈阳市铁西体育场与大家见面啦。与谭校长
一起共赴一场回味经典的音乐之旅期不期待？

谭咏麟的歌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这些经典歌曲那
个黄金时代便像画一样在眼前铺展开来。有60
年代的纯真记忆，70 年代的荣光岁月，也有 80、
90 年代的光影流转。在其他城市的巡演中，不
少家庭三代人同时到场，而在沈阳，又多了一层
意义，演唱会的第二天便是父亲节。这场演唱
会也势必会成为一份特别的礼物……

截至目前，谭咏麟已出版了 130 多张专辑，

演唱过的歌曲达 1000 余首，传唱金曲数不胜
数。此次演唱会将采用管弦乐团和电声乐团包
装金曲，力争打造一种兼具超凡魅力及视听震
撼的现场体验。更有重金打造的超炫舞台，顶
级的音响配置，造价昂贵的服装悉数呈现，全
心全意打造一场千载难逢的音乐盛宴。如此
用心的舞台布置加上谭校长 40 情感的真情流
露，相信此次演出定能让
您不虚此行。

演出时间：2019年6月
15日 周六 19:30

演出地点：铁西体育馆
演出票价：
1280/1080/880/680/

480/380/280

夜晚一辆轿车掉入海中，车内 2 人爬出轿
车，1人被困在车内无法出来。危急时刻，消防
员紧急救援。

6月11日20时50分，葫芦岛市北港消防救
援中队接到指令，称在龙港区王八山附近海域
有一辆小轿车掉入海中，车内被困人员无法自
救，情况危急，需立即救援。接警后，北港消防
救援中队中队长李强立即带领6名指战员赶赴
现场。

到达救援现场，消防员发现落水车辆车头
朝下，车头沉入水中，车尾部三分之二露在外
面。经询问得知，“车内三人为 2男 1女都是年
轻人，车掉海里后2名男子爬了出来，女子被困
在车内，其左手臂被卡在副驾驶座位下，动弹不
得。此时海水正在涨潮，如果没有人进入车内
施救，该女子无法出来。”中队长李强说。

消防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先用绳索将
车身固定，防止涨潮时车辆下沉。其次，一名消

防员与被困者进行语言交流，防止其意识不清
出现意外；中队长李强带领另一名消防员手拿
破拆工具趟着齐腰深的海水从车身后面绕过
去。经检查发现，只有驾驶室及其身后的车门
能够打开，而要想救出被困女子，必须打开副驾
驶门。消防员现场对副驾驶车门进行破拆，几
分钟后副驾驶车门被打开，3名消防员合力将被
困女子救出。与此同时，120医护人员赶到，将
女子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记者 胡清

被陌生网友拉进一个彩票微信群中，群内
号称发布“内部消息”，约百名网友每天都在分
享自己的中奖信息。本以为是天降馅饼，他凑
了 50 万也要下注，结果钱投入的瞬间，微信群
中所有人全部消失了。

近日，丹东的李先生被一名网友拉进了一个
微信群。网友告诉他，这个群可以买彩票，群里
有一些“内部消息”，中奖率可以达到100%，稳赚
不赔。网友说虽然接触不多，但是自己觉得李先
生人厚道实在，才特意把这发财的途径介绍给
他。李先生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但是观察了一段

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微信群热闹极了，每天都有
人在里面讨论自己又中了多少钱，总有人现身说
法，表示确实是百分百中奖，而且买的越多，赚的
越多。微信群里一些人便开始商议，要不大家凑
钱合买，赚了分成，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划算。这
话一出，群里的人纷纷响应，开始大笔大笔地“砸
钱”。至此，李先生终于动了心思，他东拼西凑借
了50万，一股脑地都投了进去。

结果钱刚投进去，一直热热闹闹的微信群
在当天晚上突然就“销声匿迹”了，再没有人出
来说话，而拉他进群的网友也联系不上了。李

先生这才反应过来，这一个群里面，竟然除了自
己以外，全是骗子。他连忙到丹东振兴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报警，接警后，民警立即将案情上报
丹东市刑侦支队反电诈中心。

反电诈中心了解情况后，马上依照程序对
涉案银行卡进行“止付”手续，并及时对涉案银
行卡冻结，终于赶在骗子将钱取走转移之前，成
功地将李先生损失金额冻结在嫌疑人的卡中。

近日，被骗钱款已经返还给李先生，目前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端午节的由来是什么？中国有哪些有趣的
民俗？了解民俗对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有什么好
处……6月4日和5日结束的两场辽沈晚报钱多
多民俗文化讲堂中，关于民俗的小知识逐一被
解读。作为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部进社区
系列活动，本期钱多多讲堂特邀沈阳音乐学院
陈妍老师深入警院社区和军区社区，为社区居
民普及传统文化知识。

在授课现场，陈妍老师生动的语言、轻松
的授课风格使得课堂上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满
满的“干货儿”让很多认真的叔叔阿姨记起了
笔记。

在民俗知识讲座之后，辽沈晚报钱多多俱
乐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了钱多多为辽沈百姓所提
供的金融服务，对居民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了
认真详细的解答，并为到场的居民发放了节日
礼品。

警院社区的张大姐表示，这次活动让她在
了解民俗知识的同时对家庭理财予以关注，也
对辽沈晚报钱多多俱乐部有了初步的了解，今
后理财也更有方向性了。军区社区的李大爷也
表示，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学习知识还有礼品
拿，真是一举多得，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

警院社区李继荣书记、刘兵副书记对辽沈
晚报钱多多进社区的公益行动表示欢迎，李继

荣书记表示，警院社区一直致力于居民文化素
养的提升，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文化活动
的内涵，还让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理财
知识，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军区社区副书记哈晶也对辽沈
晚报钱多多俱乐部的品牌活动表达了认可，她
希望钱多多理财俱乐部在未来继续举办各种
主题的社区大讲堂活动，让居民足不出户便
能学习知识，并为家庭理财提供帮助。

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部是辽沈晚报
旗下的财富资讯平台，始终以助力投资者财
富稳健增值为己任，为会员推荐中低风险的
产品。俱乐部目前推荐的产品来自天金所，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批复
精神，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我国第
一家金融资产交易所。目前天金所在中国
10 家金融资产交易所中排名第二，长城资
产、东方资产、蚂蚁金服、中信信托都是其股
东。截至目前，累计交易额2万亿，与1000余
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机构客户 49 万家和
480多万的注册投资者。成立以来历史兑付
率达100%。

扫码可加入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
部，了解更多的投资信息。咨询电话024-
22699275、 22699277( 总 部)， 024-
22699266、22699288（三经街分部）。

理财产品由
金融机构提供并
进行投资管理，
辽沈晚报钱多多
理财俱乐部仅提
供平台服务。

95 岁老人独自划着轮椅从养老院“出走
了”，这可急坏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在距离养老院一公里外执勤的民警发现了
在轮椅上艰难前行的老人无人陪伴，身上还盖
着棉被，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6月9日，沈河警方在寻找了4个社区后，终
将“出走”几个小时的老人安全送回养老院。

“我们当时观察老人身上的衣着及状态不
像是出来遛弯儿的，而且自己划着轮椅前行没
有家人照顾。另外，老人年岁已高，白发苍苍，
腿上还盖着棉被，觉得老人应该是迷路了。”昨
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南塔派出所民警张
蕴衡回忆说。

老人言语表达比较吃力但思维意识还算正
常，说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清自己叫什
么名字，但表达的意思是自己住的地方离药房
不太远。民警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个走失的老
人，要尽快将她送回家。经查看老人随身携带
的物品，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信息。

他推着老人开始走访附近的社区，从荟萃
社区开始，南塔社区、翠苑社区，一个社区一
个社区地走访，一条条小路寻找附近有药店的
地方，不过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老人的家。
询问附近居民均不认识这位老人。担心老人
的身体，民警决定暂时开车将老人送回派出所
休息。

安顿好老人后，民警张蕴衡开始发动各方
社会力量，一边利用微信把老人现有信息和照
片发到“南塔平安志愿者微信群”里，动员全体
平安志愿者、社区干部帮助查找。民警又拿着
老人照片继续走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小时后社区民警赵
春雨打来电话说，一个平安志愿者知道老人住
处，原来老人在五里河街道的一家养老院生
活。得到这一信息后，民警立即开车将老人送
到这家养老院。

焦急的养老院工作人员正在寻找“出走”的
老人，也不停地拨打周围熟人的电话发动更多
的人帮忙寻找。当他们看到民警将老人平安送

回来，不停地向民警道谢。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走失的老人今年

已经95岁高龄了，平日一直在养老院居住。
“每天都不出养老院，就在院子里面晒太

阳，和这些老年同伴聊天，平日除了腿脚不便思
维意识基本清晰，就是上了年纪语言表达有些
不清晰。当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划着轮椅
离开了。”养老院工作人员说。

张蕴衡此时才发现，老人从养老院划着轮
椅已经走出将近1公里。养老院的老人们见到
这位老伙伴回来了，都开心地围过来问候她，脸
上堆满了笑容。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鹏

95岁老人独自坐轮椅“出走”
民警查询4个社区送回养老院

轿车坠海女子被困 消防员破拆救出

“辽沈晚报钱多多讲堂”走进警院社区、军区社区

进“彩票群”想中奖发大财却被骗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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