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日， 长沙市天心区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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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丽红回忆和

养父母以前的生活。

记者 武席同 实习生 邓天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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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干道

出现洒水车司空见惯， 但在背街

小巷，你见过洒水车吗？今日，天

心区环卫局“发明”的小洒水车缓

缓驶入了涂新社区，车尾的高压

水枪沿路将社区内的马路冲洗

得一尘不染。近日，天心区环卫

局全面接手该区45个开放式社

区卫生保洁工作，使社区环卫作

业由“杂牌军”变为“正牌军”，而

小洒水车成了得力助手。

位于天心区一中旁的涂新

社区内共有40多栋居民楼，天心

区环卫局接手社区的卫生保洁

后， 专门为社区配置了环卫工

人，针对社区背街小巷大型洒水

车进不去的状况，用微型面包车

改装成了小洒水车。

天心区环卫局局长赵景利介

绍， 为了让45个开放式社区卫生

保洁走上正规，天心区政府投入巨

资，并招聘了300多名环卫工人，按

照主次干道的清扫标准，专门保洁

社区。使社区环卫作业“杂牌军”变

“正牌军”。据介绍，除改装一批小

洒水车外， 天心区环卫局将在社

区内增设、 改造4000个果皮筒，

社区居民处置垃圾将更方便。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汤正明

实习生 胡芙 付喜娣 陈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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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对

双胞胎，长沙唐先生最近又喜又

忧，喜的是两孩子一岁零三个月

了，活泼可爱。忧的是他四处找

保姆，包吃住，月薪1000元左右，

至今未请到保姆，“那些阿姨一

听说是双胞胎，就说照看两个孩

子太累了。”

唐先生一家住在长沙县路

口镇， 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大

的叫涵涵，小的叫润润。唐先生

告诉记者， 孩子自打一出生，就

由妻子和岳母带着， 尤其是岳

母，对两孩子疼爱有加，照顾起

孩子来，事事抢着亲力亲为，“因

为是双胞胎， 小孩出生后不久，

我就想请位保姆，但岳母不让我

请，说能照顾得过来。”现在，双

胞胎一岁零三个月了， 活泼可

爱， 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欢笑声，

然而，活泼好动的他们也让大人

们颇为头疼，如：哥哥已经学会

走路，弟弟还只能爬，每次看着

哥哥在地上跑来跑去，弟弟就想

学， 结果经常摔得哇哇大哭。孩

子他妈和外婆是顾了这个，又得

顾那个， 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无

法分身做家务。

“所以， 我想请位40岁左右

的阿姨，帮着我老婆、岳母一起

照看小孩， 帮着干点家务活，对

保姆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她有经

验、讲卫生就行了。”唐先生说，

没想到请位保姆会这么难，“现

在刚好是‘双抢’季节，很多保姆

都回乡下忙农活去了，我四处托

人请保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

了几个，可一听说是照顾一对双

胞胎，月薪只有1000元左右，都

立即不乐意了。” 唐先生求助本

报，希望能尽快找一位合适的保

姆。那保姆的月薪能不能再涨点

呢？唐先生为难地说，现在家里

只有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家里的

日常开支又那么大，只能开出这

样的待遇了，而且他个人觉得工

资已经不低了，“带孩子又不是

只有保姆一个人，我老婆她们也

会一起带，所以保姆的工作不会

很累。”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夏小童 陈苗

本报7月22日讯 身穿时髦

花衬衣，挺着大肚，开着豪华轿

车，一口港式普通话。安徽男赵

紫安自称哈佛毕业的“港商”，全

国各地游荡作案专骗女学生。行

骗两年， 他最终在长沙落入法

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今日

通报了案情。

“港商”专骗热心女学生

2008年12月19日，3名来自

安徽的男子衣着华丽地驾驶着

高档小车出现在长沙河西高校

区。

“小姐 ， 请问这个银行在

哪？” 就读于某大学大二的朱梅

被拦下，看了对方递过来的银行

卡后，小朱热情地说附近没有这

样的银行。“我是香港过来谈生

意的，公司打了1000万到我的账

户上。”看着对方焦急的表情，朱

梅答应带路前往银行集中的五

一商圈寻找。

没找到银行，男子请朱梅到

咖啡馆坐坐，交谈中朱梅对这个

自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港商”

放下了戒心。 见时机成熟，“港

商”开始了进一步行动，“能不能

借你的银行卡转一下账，你先查

一下卡里余额多少。” 朱梅采纳

了“贴心”的建议，单纯的她并不

知道在操作过程中，密码已被人

窃取。

借卡查账存款不翼而飞

在等待汇款的过程中，男子

借口手机没电，多次借用朱梅刚

购买的新手机与“公司秘书”联

系，一来二去就将手机放进自己

的口袋。

在愉悦的聊天中，朱梅放下

了戒备， 甚至将卡借给男子查

账，她安心地等在咖啡馆。银行

卡到手后，男子迅速到银行取出

现金2万元， 随后在世纪情珠宝

店刷卡消费1.8万元，一行人乐呵

呵地开着车迅速返回安徽。

发现自己2年的大学学费

和生活费被骗走，朱梅迅速报

警。

“美人计”反诱其自钻“陷阱”

报警后，朱梅想起男子借用

她的手机后，自己曾拨打过同学

的电话， 留下了男子的手机号

码。

拨打了电话后， 果然听到男

子熟悉的港式普通话。 朱梅很聪

明，连忙表示打错了电话，对方却

表示“没关系，交个朋友”。通过多

次聊天， 朱梅了解到男子的真名

叫赵紫安，并与其成为网友。

见“港商”上钩，新开铺派出

所民警与朱梅开始巧妙地编织

“陷阱”，7月21日下午6时， 赵紫

安应约来长与朱梅共进晚餐，刚

走进餐馆就被民警抓获。

经查，赵紫安所在团伙多年

流窜全国各地行骗，仅长沙就作

案多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其

是女性，遇到陌生人借银行卡和

手机等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谨

防上当。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唐吉 通讯员 陈洲

本报7月22日讯 “爸爸，您

别卖房了！ 女儿希望您能早些回

家……”今日，长沙市民姚丽红在

接受采访时几度落泪。 一个月

前， 姚丽红83岁的养父住进了养

老院。从那时起，姚丽红再也没能

见着父亲， 因父亲并没有留准确

地址给她。更让姚丽红担忧的是，

养父那边传来消息说要卖掉家中

的房子。

她只希望养父不要卖掉房子

今日，在长沙市天心区裕南

街道东瓜山一村48号楼， 记者见

到了姚丽红。这个42岁的中年妇女

看上去有些疲倦。姚说，因心忧父

亲卖房一事，她已一天没有进食。

姚丽红的家比较简单， 房子

不大，约60平方米。姚说，就是为

了这个房子，她和父亲闹得很僵。

姚丽红的养父今年83岁，此

次提出卖房令女儿很意外。 姚丽

红说，“我是他的独女， 如果他把

房卖了，那我以后住哪？”姚丽红

说，她无经济来源，只能靠社区低

保度日，而父亲此举“没有把她当

女儿，太狠心”。

时至今日， 姚丽红都没能见

着养父。因她没有养老院地址。

姚丽红说， 她并没有其它想

法， 她只是希望父亲不要卖掉房

子，希望父亲能早日回来，她一定

会好好照顾老爷子。

姚丽红的养母已去世， 两年

前，姚与丈夫离婚，自此，只剩下

42岁的她和其83岁的养父相依

为命。

堂哥说她无能力照顾养父

姚丽红的堂哥姚良昌介绍，

姚丽红是被人丢在养父家门口

的。“她经常不归家， 也没有照顾

养父的能力， 甚至在养父生病住

进养老院前， 都在替她照顾其12

岁的儿子。”

姚良昌说， 姚丽红养父曾是

百货公司的员工， 每月虽有一千

多元的退休金， 但对于年过八旬

的老人家来说，“这远远不够”。

“他刚做了大手术出院，为了护养

身体，只能把房子卖掉换钱。这是

姚丽红养父自己提出的。”

邻里看法不一，社区助办“低保”

姚家之事， 在裕南街道东瓜

山社区几乎人尽皆知。 邻居们对

此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不管是亲

生女儿还是养女， 老爷子都不应

卖掉房子。 毕竟女儿没有经济来

源会很困难。”而有人认为，“房子

之事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毕竟个中究竟不能为外人道。”

此事发生后， 裕南街道东瓜

山社区居委会给予了姚家一定的

关心和帮助。 据该社区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 姚丽红原本没有达到

吃低保的资格， 但考虑到其家庭

情况特殊， 社区居委会还是破格

为姚丽红申办了低保。

■记者 尹瑭敏

实习生 黎歆 廖毅 谭人众

（感谢杨柳女士提供线索，奖励30元）

环卫作业进45个开放式社区

“面包”洒水车开进背街小巷

开价千元照看双胞胎

保姆纷纷不乐意

83岁养父要卖房治病

42岁养女忧无家可归

一间房子，难倒相依为命的父女

“港商”骗钱反中“美人计”

民警提示：遇到陌生人借银行卡和手机时谨防上当

7月21日，长沙市步行街口，天气炎热，一位

着连衣裙的美女优雅地走到喷水球体附近，想

要去戏水，但又怕弄湿裙子，那种欲拒还迎的俏

皮姿态深深打动了我。读者 木木 摄（稿费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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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润润和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