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8日讯 冒充“公检
法”人员的诈骗手段，大家已经是
耳熟能详，自认也不会上当，但要
谨防老诈骗手段升级更新。 记者
今日从长沙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获
悉， 长沙一女子就接到了自称为
“长沙公安”的电话，对方穿着警
服给她做“视频笔录”，好在真警
察及时赶到，才没有造成损失。

4月5日， 家住天心区暮云街
道的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民
警”， 告知刘女士其名下的银行
卡、 手机卡涉及一起买卖假冒伪
劣口罩的案件， 要求其积极配合

调查，否则将面临通缉。随后，
对方添加刘女士微信， 并发给
她一款视频APP， 要求刘女士
把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 不接
听任何人的电话， 再配合进行
“视频笔录”。

“视频里能看到对方身穿
警服， 所处环境也像办案场
所。”刘女士回忆说，视频中，对
方还将所谓的“警官证”和“涉
案罪证”发给她，让她彻底放下
防备。

就在刘女士准备按对方要
求进行资金验证时， 民警及时
赶到，这场骗局才得以终止。

“冒充公检法诈骗有变化，从
电话诈骗演变成视频通话诈骗。”
长沙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介绍
说，为取得受害人信任，骗子特地
安排与派出所一样装修风格的场
所，身穿警服“办公”，“他们的APP
是为了搜集你的银行卡信息和密
码，方便盗刷。”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公检
法机关绝不会在电话中办理案件，
更不会通过私人手段在微信、QQ
中发送“通缉令、逮捕令、做视频笔
录”或要求筹集资金来“证明清白”。
市民群众应提高警惕， 切勿上当受
骗。 ■记者杨洁规 通讯员 翟安

本报4月8日讯 4月6日，清
明节后高速公路迎来车流高峰。
湖南高速集团衡阳分公司珠晖南
收费站收费班长郭虎却意外“拾”
到一名离家出走的男孩， 且疑似
患有自闭症。 好在值班站长王文
扮演起父亲角色，并通过“绘画沟
通”的特殊方式，获得男孩信任，
并最终帮助其回家。

当日16时40分左右，郭虎正
在收费广场疏导车辆， 突然发现
有个小男孩径直向高速公路方向
走来，任凭身旁车辆疾驰而过，不
躲不闪，情况十分危险。

见状， 郭虎快步上前将男孩
牵至安全岛上。随后，询问了解情
况时， 小家伙略显惊慌， 非常抗

拒，并始终保持沉默。
“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其先

带至办公室， 并报告值班站长
王文帮忙临时照料。”郭虎说。

王文闻讯赶到， 并尝试询
问其家庭住址和家人联系方
式，但男孩只是自言自语，且语
无伦次，神情也是喜怒不定，疑
似患有自闭症。

见男孩精神疲惫， 王文给
孩子拿来热水和食品与其“套
近乎”，不断安抚其情绪。吃过
东西后，男孩情绪逐渐稳定，对
王文的询问慢慢有了点头和摇
头的反应。

“我感觉到他极度缺乏信
任与关爱。 联想到自己的小孩

也差不多这般年纪，我便扮起一位
父亲般的慈爱角色，尝试着用画画
的方式和小男孩沟通，没想到竟然
起作用了，不仅让男孩消除了抵触
心理， 还告诉了我前因后果……”
王文介绍， 经过一番绘画沟通得
知，男孩姓刘，9岁，在衡阳市雁峰
区白沙实验小学上四年级。这次因
贪玩游戏与家人发生口角，男孩一
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开始他只是
想吓一下父母，结果迷了路……

王文一边安抚他，一边联系当
地派出所。约20分钟后，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后决定
开车送孩子回家。看着孩子安全离
开，王文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钟欣

2004年底国内首只ETF登陆
上交所，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ETF
投资序幕，16年来ETF蓬勃发展，
逐渐成为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
工具及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
力量。3月31日，上交所“十六年十
六城”ETF高峰论坛系列活动之工

银瑞信基金专场在成都圆满举
办。本次活动以“E往无前，指向
未来”为主题，由上交所与四川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主办、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桂才、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紫英等莅临
现场， 参会嘉宾就2021年度投资策
略展望、 中国科技崛起和指数化投
资、如何使用期权优化指数股的资产
配置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深入交
流，与投资者共同见证了中国ETF发
展取得的辉煌成果。 ■经济信息

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
教导员王曙，是一名公安民警，
也是一名公益寻人志愿者。
2018年至今，王曙为3065名走
失人员找到家人， 被网友称为
“寻人警察”。4月8日，在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周评选中，经
媒体评委和正能量合伙人评委
投票、 网友点赞， 王曙获得第
380期正能量奖， 并获得5000
元奖金。

当日下午4时， 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
所等到了刚忙完回到所里的王
曙，将荣誉证书交给他。

对于这笔5000元的正能量
奖金，王曙说，他有个计划，将成
立“寻亲基金”，以后遇到寻亲中
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就从基金里
拿钱出来。“这笔奖金就是第一
笔资金，以后获得荣誉所得奖金
也会放在里面。”

“寻人警察”欲设寻亲基金助更多人回家
王曙荣获“天天正能量奖”，他说将把这笔奖金作为“基金”第一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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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他帮3065名走失人员找到家人》后续

“感谢三湘都市报和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我
这么大的荣誉和鼓励，以后我将用心、用力去做好这
个事。”4月8日，被网友誉为“寻人警察”的长沙县公
安局星沙派出所教导员王曙荣获三湘都市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颁发的“天天正能量奖”及5000
元正能量奖金。 三湘都市报记者将证书送到王曙手
中时，他非常激动，不停地说着“感谢”，称将成立“寻
亲基金”， 这笔奖金则是第一笔资金。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颁奖词
他是一名公安民警， 也是公益寻

人志愿者。“找人”并非本职工作，更非
辖区内的事务， 但他却钻研摸索高效
“识人”方法，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
了这上面。三年来，他至少看了60000
张人脸照片， 为3000多名走失人员找
到了家，从最初的“好玩”、“上瘾”，最
后变成了一种“责任”。

在人间的悲欢离合里， 平凡的他
就像一颗小小的星辰， 散发着淡淡的
光，替迷路人指引着回家的路。奖励致
敬，愿他的行动汇聚更多善意的微光，
照亮人间更多的角落和归途。

链接

今年以来， 经三湘都市
报报道、推荐，已有8个正能
量事迹获得由三湘都市报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授予
的“天天正能量奖”。

除了“寻人警察”王曙，
还有跳入冰冷的湘江水中救
起18岁女孩， 并资助她上大
学的银行职员王晓洪； 靠卖
鱿鱼义务资助10多名大学生
圆梦大学的“鱿鱼哥” 林新
德；奔赴千里，“唤醒”昏迷中

的“株洲妈妈”，自己却因劳
累和焦虑病倒的“扬州儿子”
李彬；学生未到校，上门救了
祖孙三人的乡村女教师苏玉
娟；自食其力经营小店，想要
带父母去爬长城看故宫的脑
瘫患者邱鹏； 右腿残缺却坚
持健身练出“马甲线”，被网
友誉为女版“刀锋战士”的阳
光女孩周慧； 冲入池塘勇救
落水一家四口的村民陈培
冬、许雄辉、王天宝。

3年时间，王曙帮助3065名
走失人员与家人重逢、团圆，但
他都是默默地通过人脸识别，
让他们回到归处， 却很少在重
逢现场露面。

“这些人的家庭状况普遍
不好， 有些甚至连去接亲人的
路费都没有。”在警察职业天然
的救困济急心理作用下， 王曙
通常会好事做到底， 委托志愿
者转交路费。“掏过多少钱，真
不记得了。”

今年春节期间，王曙帮助河
北衡水第七人民医院一个叫“张
春梅”（化名）的女子找到家人，但
其家人却因凑不齐路费，无法赶
到现场。王曙得知情况后，委托
志愿者转交500元给对方用作路
费。3月24日，走失30年的张春梅
终于得以与家人重逢。

“帮他们寻亲只是第一步，让
他们全家团圆、过上好的生活，才
是功德圆满。”王曙说。

■记者 杨洁规

自掏腰包帮助寻亲对象凑路费

成立“寻亲基金”，帮助更多人

近年来，公募基金市场迎
来高速发展，居民资产配置需
求不断释放。据悉，拟由中欧
基金平衡型投资老将王健掌
舵的中欧嘉益一年持有期混
合基金即将于4月19日起正式
发行。中欧嘉益将兼顾估值与
成长。该基金一方面将聚焦低

估值，根据不同行业特征、产业
周期采取不同的估值标准，力求
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入优质资产，
另一方面将聚焦标的长期成长
性，重点挖掘估值稳定行业中的
高成长性和成长性确定下的估
值折价。

■经济信息

上交所“十六年十六城”ETF高峰论坛工银瑞信基金专场圆满举办
中欧嘉益基金4月19日正式发行

男孩离家出走后迷路
一场特殊对“画”帮他回家

假警察做“视频笔录”，真警察突然“杀到”

王曙荣获“天天正能量奖”。 记者 杨洁规 摄

今年本报已推选8组人物获评“天天正能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