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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捡到1元钱，她报警救了11人
循着求救信息，警方凌晨破门捣毁涉恶窝点
如果有一天你在马路边捡到1元钱，打开钱一看，上面写着“救
救我”，你会怎么办？是当做玩笑不置可否，还是会较真地报警求助。
郴州市民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并较真地选择了报警，公
安机关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成功解救了11名被非法拘禁的受害者。
12月19日，记者从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鸣 钟剑昌 王华标

受害者：扔了三次，终于有人来了

长沙好邻居

他每天定时敲门确认邻家“老姐姐”是否安好
担心八旬孤寡老人出意外，暖心叩门声已持续3年多
“咚咚咚。”12月19日上午
10点，长沙市芙蓉区朝阳社区
凯通国际小区1栋3单元的毛
志勇准时叩响独居邻居范再
凡的家门，“范娭毑，今天降温
啦，穿暖和点啊。”“好，好！”听
到熟悉的敲门声，88岁的范娭
毑摸索着打开房门，和73岁的
毛爹像亲姐弟般闲聊起来。
3年多来， 这样的场景每
天都会上演。按时响起的敲门
声，叩响暖暖的邻里情。

3年多
敲门声每天准时响起
刘女士在路边捡到的“求救钱”。 通讯员 供图

路人

路边捡到1元钱，选择了报警

12月15日凌晨， 郴州市民刘
女士和朋友外出吃夜宵时， 发现
路边丢着一元钱。 她弯腰捡起来
打开一看，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文
字：“救命！我被困一个月了！”“每
天挨打！”“求你了，救救我吧！”还
有一个被困的地址。

民警

“
偶遇”小头目，挖出涉恶窝点

接警后，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
局人民路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虽然
“
救命钱”上写了大概地址，
但也只是缩小了范围， 周边仍有不
少住户，需要挨家挨户进行摸排。
正当民警在其中一栋居民楼
摸排时，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
在附近。面对问话，男子自称姓刘，
但始终不愿与民警对视， 眼神闪
烁，神情紧张。
民警询问刘某的住处， 他犹
豫片刻将民警带去了一个假地
址。小伎俩很快被识破，经过民警

受害者

如果钱上面所写的求救信息
是真的，那这张“救命钱”很可能
就是受害者最后的希望了。 热心
的刘女士和同行朋友根据钱上注
明的地址， 对周边建筑进行了观
察，认为此事真实性很高，便选择
了报警。

轮番询问，刘某最终说出实情。原
来， 他就是实施非法拘禁的恶势
力团伙“干部”。
凌晨4时许， 根据刘某提供的
地址，民警找到了受害人真正的被
困处。 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两室
一厅，一间卧室里密密麻麻地挤了
9个男生， 另外一间卧室挤了6个
女生。看到民警的出现，挤在狭小
空间里的众人表情各异， 有欣喜，
有惊讶，也有紧张害怕。
随后，民警将包括刘某在内的
16人，口头传唤至派出所。

“我们2009年搬过来，已
经做了10年的邻居了。老姐姐
身体不方便，白天只要她家的
门开着， 我们家的门就不会
关。”18日上午，长沙市气温陡
降，室外寒气逼人，但毛志勇
仍如往常一般， 将大门敞开
着。隔壁，就是范再凡老人家，
两家户外2米多还有一道防火
门，“关上这扇门，我们就是一
家人”。
和记者聊起敲门这件事，
毛志勇已经记不清从何时开
始形成习惯。 几年前开始，每
次早上和老伴散步回家时，经
过范娭毑家便会顺手敲敲门，
问候一声，聊上几句。真正形
成每天都敲门的习惯，是从三
年前开始的。
2016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范娭毑刷牙时突然眼前一黑，
往后倒了下去。摔倒后老人无
论如何使劲都爬不起来，一只
手也动不了，躺在地上只能喊
邻居毛爹的名字，并用另一只
能动的手拍打着门。毛爹听到
动静后赶过来，第一时间通知
了范娭毑的侄女，两人一起送

范娭毑到医院。经诊断，发现
老人因摔伤导致骨折。
从医院出来之后，范娭毑
的侄女便拜托毛爹，每天早上
敲敲范娭毑的门， 如果没有应
答或者没开门，就电话通知她。
毛志勇爽快地答应了，这
一敲，就持续了1000多天。“没
有间断过， 除非我们出远门，
也会提前和她侄女打招呼。”
毛爹笑着说。

每晚陪着“失明”邻居
听新闻联播
88岁高龄的范娭 毑 告诉
记者， 自己患有严重弱视，早
些年还能看清近物，这两年来
只能感受到光线，几乎看不清
东西。每天早上毛爹按时过来
敲门后，自己要么就是过去聊
天，要么就是在家里听广播。
范娭毑曾是语文老师，每
晚毛爹看新闻联播时，她就会
倚在门口听，“他就会邀请我
进去，我们一个看一个听。”
2017年范娭毑再次 不 慎
滑倒， 毛爹夫妇忙前忙后，出
院后范娭毑写了一首诗送给
老两口：“无儿无女老孤孀，不
慎摔伤失主张。 感谢毛爹贤伉
俪， 陪同送诊夜深忙 。”2018
年， 毛爹被社区推荐为“
2018
年长沙好人·身边雷锋”。
由于膝下并无儿女，老伴
也去世已久，范娭毑也考虑过
住进养老公寓，这样既不麻烦
他人，也更安全。然而鉴于自
己的视力情况，她担心住多人
间影响他人，又承担不起单人
间的费用，“希望能找到一家
离家较近的公立养老院，安享
晚年。”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周可

长沙好护士

女童异物卡气管
她救人不留名
本报12月19日讯 18日，
一条特殊的“寻人启事”在省儿
童医院的微信工作群里“跳”出
来多次：“有谁知道邹纯 (音)在
哪个科室吗？ 她是我朋友小孩
的救命恩人， 朋友拜托我要尽
快找到她”。今天，通过医院的
寻找确认， 这位救人不留名的
好护士“现身”，她就是该院重
症医学二科护士周纯。
12月17日上午11时，周纯
陪着女儿来到长沙某早教机构
上课。 突然从大厅传来一阵喧
闹声， 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哭喊
声。周纯赶忙上前拨开人群，只
见一位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女孩
慌乱失神地跪在地上哭泣。周
纯发现老人怀中的小女孩嘴唇
发绀，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周纯敏锐地观察到小女孩
的小手中还攥着一个被咬过的
馒头。“孩子应该是被馒头残渣
堵塞了气管导致窒息了!”来不
及多想， 周纯一把将小女孩从
老人手里“抢”过来，按照平时
演练过无数次的海姆立克急救
法对小女孩进行施救。
在紧张气氛中， 只见一小
块馒头碎渣从孩子的口中吐了
出来， 她的嘴唇立马变得红润
起来，意识也慢慢恢复。周纯把
孩子送到老太太怀中， 随后便
默默离开了人群。“其实作为救
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这是一件
很寻常的小事。” 周纯对记者
说，救人是她的本职工作，也是
初心和使命。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邓琼琼 李雅雯

三次扔钱求救，终于成功获救

经过询问，民警发现涉案的恶
势力团伙成员先是在网上广交朋
友，待建立信任后，便以“我在郴州
开了一家蛋糕店， 一起合伙赚钱”
等借口， 哄骗受害人来郴州“赚
钱”。等他们抵达郴州，便将受害人
带回精心布置的房间。每当有“新
人” 到来， 便会轮番进行洗脑，上
“发财课”。
“新人”如果察觉落入了陷阱，
一旦反抗便会遭遇拳打脚踢，并被
限制人身自由。不少人有逃跑的想
法，但是无论是睡觉、吃饭还是洗
澡，都时时刻刻被人盯着，房间窗
户也被封住了。 如果想用手机，也
必须在“管家”的监督下使用。作为
看守者的“管家”还会时不时让被
困者给家人发信息报平安，如果发
现信息内容有可疑之处，还会要求

撤回重新编发。
12月15日凌晨， 其中一名受
害者趁“管家”不注意，将一张“救
命钱”从窗户缝隙扔了出去，幸运
地被刘女士捡到。而这，已经是他
第三次扔“救命钱”了。
扔钱的受害者谢哲 （化名）看
到前来解救的民警特别激动，“这
是在媒体上报道里看到的求救方
法，没想到用上了。”谢哲表示，如
果这次“救命钱”还没能引起好心
人的注意， 他还会找机会扔第四
次、第五次，“不会放弃，一定要想
办法逃出去。”
最终， 恶势力犯罪集团被捣
毁，包括谢哲在内的11名受害人被
成功解救。5名嫌疑人对非法拘禁
并殴打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湘西州320名学生获2019“福泽潇湘·扶贫助学”活动资助
每位贫困学子的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希望通过读书深造来
改变命运、改善家庭现状、积极
报效国家的梦想。有时候，一份
小小的关爱就能为他们的梦想
插 上 翅 膀 。12 月 12 日 和 13 日 ，
2019年
“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活
动分别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凤凰县和泸溪县。 两县共
320名在校高中(含职高、技校)贫
困学子， 领到了合计160万元的
助学资金和“
福彩爱心包裹”。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活动
由湖南省民政厅主办，湖南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湖南红网新媒
体集团承办。为响应国家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号召，积

极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纵深推
进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在省民
政厅的重视指导下，2019年，湖
南福彩投入160万元，联合湖南
红网新媒体集团启动“福泽潇
湘·扶贫助学”公益活动。
活动在湖南省2017年确定
的11个深度贫困县中选择泸溪
县和凤凰县作为对口支援县，
遴选出320名在校高中 (含职
高、技校)贫困学子给予爱心资
助， 为每位获得资助的贫困学
子送上4000元助 学金 及 一个
福彩爱心包裹。
今年的福彩扶贫助学活动
中的“福彩爱心包裹”环节，将
扶贫助学的现金资助方式转化

为“实物+现金”， 直接聚焦到
“福彩爱心包裹” 这个贫困学子
的日常学习生活配套事物上。这
一创新举动，为“捐助者”和“受
助者”之间搭建了情感传递的载
体，有助于在更宽范围向社会传
递“福泽潇湘”的公益理念。
■向福才
经济信息

2019年“福泽 潇湘·扶贫 助
学”公益活动凤凰发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