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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钱咋办？女子竟然想出这
样一个来钱道儿：在约会陌生男网友
期间，自编自导自演了被绑架来敲诈
自己的丈夫，索要五万元的荒唐一
幕。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结果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昨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龙港分局
刑侦大队办案民警说，警方经过缜密
侦查，识破了女子自编自导被“绑架”
的闹剧，该女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
代价。

8 月 22 日中午，龙港分局玉皇派
出所接到娄某报警称：其做微商的
妻子李某在上午 10 时到一家大商场
送货后突然失踪，求助公安机关帮
忙查找。14 时许，在查找过程中娄
某接到陌生短信“想你媳妇活命一
天之内不准备五万元，明天你就等
着收尸吧”“如果看不着钱，你就等
着你媳妇的尸体出现你面前”“记住
了别报警，报警我要你媳妇命”等信

息。
这几条信息的出现，将一起普通

求助寻找失踪人口警情升级为绑架

敲诈勒索案，龙港分局和葫芦岛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立
即成立了专案组。经过专案组分析

研判，发现了李某乘高铁到吉林省长
春市的重要线索，专案组七名侦查员
赶赴长春市进行侦查。

经过细致工作，8 月 23 日，侦查
员在长春市一宾馆将李某找到，后
来还发现了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对
民警突然出现，李某非常诧异。经
侦查员当面调查得知：李某 31 岁，做
微商在网上卖衣服。20 天前，李某
通过微信聊天，在网上与吉林人王
某某相识并添加为好友，互称单身
聊得火热。随后，二人约定在长春
市见面，然后王某某准备带李某去
见自己的父母。由于李某需要钱，
自编自导演出了一场自己被绑架，
对自己丈夫敲诈五万元的闹剧。经
过缜密侦查发现，王某某也是被李
某所骗，而对李某编造的敲诈勒索
情况完全不知情。

“这名女子事先早有预谋，用另
外一个陌生手机号给老公发短信，声

称自己遭绑架，勒索要钱。后来将自
己丈夫的微信头像标注为别人，还与
王某某说，对方抢其生意，还欠其钱，
诱导王某某按照女子的意愿发语音
说出了‘别瞎整、赶快打钱’等威胁语
言，从而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起初
警方找到女子时好言相劝，此时尽管
她已经删除了所有发送的手机短信
和微信，自己说啥也不承认，还说是
男网友王某某逼迫她发的，微信也是
王某某发的。后来找到王某某，调查
得知王某某的微信语音发送内容等
都是该女子诱导其所发的信息。”办
案民警说。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劝说，在大量
证据面前，李某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哭着说出了实情，并对自己的违法行
为供认不讳。李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十日，自食苦果受到了处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
特约记者 靳诗宇

约会男网友 谎称被绑架敲诈丈夫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特派本溪主任记者金松报道 好心借
给朋友 1 万元，没想到朋友是个“老
赖”，拖了5年也不还。70多岁的老人
无奈找到派出所：“我被朋友李某骗
了……”

8月 26日，一名 70多岁的老汉走
进本溪溪钢公安分局平北派出所：

“警官，我要报警，我被人骗了！骗我
1万元，5年多了没还我！”

民警侯学礼、王丰连忙让走路都
颤颤悠悠的老人坐下慢慢讲述。老
人说，自己姓王，曾经当过兵，因此同
事和朋友都叫他“老军长”。

“老军长”有个朋友姓李，和“老
军长”一样都是北营公司的工人，5年
前朝“老军长”借了 1 万元。后来“老
军长”患上了小脑萎缩等多种疾病，
就想把钱要回来。

可李某却一直说手头没钱，找各
种理由就是不还钱。

民警把李某找到了派出所，李某
承认从“老军长”手里借了1万元。

不过后来李某看“老军长”身体

越来越不好，就藏了个心眼，寻思“老
军长”就孤身一个人也没啥亲人，一
旦有个三长两短，这钱不就不用还
了？

于是，每次“老军长”找到他要钱
的时候，李某都说自己没钱，找出各
种理由推脱。“这属于债务纠纷了，应
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

可是，看着“老军长”因小脑萎缩
路也走不稳，说话也很难说明白，民
警决定还是再做做李某的工作。

一个是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需
要承担法律后果；再一个“老军长”年
纪大了身体不好，生活和看病都需要
钱，“真要因为没钱看病出点啥事，占
了便宜可良心亏欠啊！这辈子都得
活得良心不安！”

还别说，在民警说到良心时，李
某动容了。民警趁热打铁，最后李某
同意马上还钱，微信转账给辅警张静
宏1万元，张静宏取出现金给了“老军
长”。

交警设卡检查
司机弃车消失在夜幕中

当晚 7时 25分许，一辆绿色皮卡

车缓缓驶来，在距离整治地点约 200
米的地方，皮卡车突然停靠在非机动
车道上，驾驶人慌忙下车向远处跑
去。

两名民警见状立即向皮卡车跑

去查看情况，由于夜晚灯光昏暗，视
线不清，驾驶人已不见踪影。民警打
开车门检查车辆时，发现车辆副驾驶
位置站着一名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民
警，男孩的身上穿着一件印有“爸爸
去哪儿”的衣服。

“小朋友别害怕，几岁了？怎么
一个人在车里？”民警一边安抚略有
紧张的小男孩，一边了解情况。

“我九岁，爸爸让我在车里等着，
他有点事，一会儿有人来接我。”男孩
回答。

警方了解到，跑掉的驾驶人是男
孩的父亲刘某，刘某并没有喝酒，民
警调取了驾驶人刘某的相关信息，查
到刘某的联系方式后马上进行联系，
但刘某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司机此前酒驾
被吊销驾驶证

晚 8 时许，一名自称是孩子伯
父的男子来到现场，要接走男孩，
并称是自己开的车。但因此前小
男孩的描述，警方很快识破了男子
的谎言，警方对其批评教育后，出
于安全考虑要求男子联系孩子的
直系监护人，随后男孩的母亲来到
现场，民警经过确认，把孩子交给
了孩子母亲。

民警告知刘某的哥哥和妻子逃
避处罚的严重后果。25日，迫于警方
压力和家属劝说，刘某主动来到太子
河交警大队接受处罚。

警方经过进一步核查，发现刘某
于 2017 年因饮酒后驾驶营运货车被
太子河交警处以5000元罚款，行政拘
留十五日，并吊销驾驶证，现在处于
无证状态。

“当时看到交警查车，我没有驾
驶证，担心被查罚款，于是把孩子留
在车上，自己跑了，现在想起来，确实
不应该这么做，违法不说，孩子处境
也很危险，而且没有给孩子树立好的
榜样。”事后刘某非常后悔自己的行
为。

昨日，辽沈晚报记者通过辽阳太
子河交警了解到，刘某涉嫌无证驾
驶，将面临2000元罚款的处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记者 崔晋
涛

8 月 25 日早 7 时许，位于抚顺
市望花区的东北特钢厂区出现险
情：维修炼钢炉的工人昏迷在炉内！

4名工人昏迷的原因是修炉机
运转失误导致氮气泄漏，消防队员
到达时已有3人被其他工人救出。

“第 4 名工人掉到了炼钢炉的
中心区域，洞口很小，我们决定派
个体格瘦的进去救援……”8 月 27
日，望花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平中队
副中队长付小强说。

8月 25日早上 7时 21分，抚顺
市望花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平中队
接到市指挥中心传来的警情：位于
望花区的东北特钢厂区有工人被
困炼钢炉内！和平中队立即出动1
台消防车和 8 名消防队员赶到现
场救援。

消防队员询问厂区负责人得
知，4名工人在修理炼钢炉时，修炉
机运转失误导致氮气泄漏，工人们
缺氧昏迷在炼钢炉内。厂区其他
工人发现后，用钩机将所处位置稍
高的3名昏迷工人救出。

“他们没救出来的第 4 名工人
掉到了炼钢炉深处，在炉子中心区
域，洞口很小。”8 月 27 日付小强

说，“我和王海涛、秦晓彬到达 3名
工人被救的位置。”

经过观察，消防队员们立即制
定救援方案：身背空气呼吸器在炉
内不好施展，只能让体格较瘦的王
海涛进入炼钢炉中心区域救援！

王海涛用救援梯进入钢炉内，
将救援吊带固定在被困的第 4 名
工人身上。有工人操作钩机配合，
将被救工人吊运出来，经 120 急救
车运走入院治疗。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李某自编自演的绑架骗局被警方识破。 警方供图

无证驾车遇查 男子丢下孩子弃车逃跑
日前该名男子已自首 将面临2000元处罚

正在行驶的皮卡车突然在交警检查点前200米左右的位置停下，驾
驶人弃车逃跑，交警跑到车前发现车内还坐着一个小男孩，男孩的身上穿
着一件写着“爸爸去哪儿”的衣服，令人啼笑皆非。

8月24日晚7时，辽阳太子河交警大队在路面设点检查过往车辆，刘
某无证驾驶皮卡车途经此处，担心被处罚的刘某竟然丢下孩子下车逃跑。

刘某于25日主动到辽阳太子河交警大队接受处罚，他将面临2000
元罚款的处罚。

朋友借一万现金5年未还
民警劝说帮患病老人要回

在
民警劝
说 下 ，
李某良
心发现
决定马
上 还
钱。警
方供图

东北特钢厂区氮气泄漏
消防员救出昏迷工人

消防员进入炼钢炉中心区域，将
第4名昏迷的工人救出。 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