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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兄弟，你现在方便吗？过
来接我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接到
朋友类似的电话，实属正常。但若
这个电话另有隐情，那就要谨慎对
待了。王某和杨某就为了所谓的

“哥们”义气，帮助朋友藏匿，把自己
也送进了法网，两人因涉嫌窝藏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和
一年六个月。

王某、杨某和张某是老乡，也是
多年的好友。2020年夏天的一个
晚上，杨某突然接到张某的电话，说
自己“出事了”，要杨某去接他。杨
某赶紧开车来到张某所在的新北区
薛家镇，接上了张某。在车里，张某
脸色煞白，说话也结结巴巴的。杨
某问了半天，才知道就在刚才，张某
持刀将人捅伤，目前对方伤势不
明。杨某立即帮忙打听，得到了伤
者已经死亡的消息。这下，张某更
加害怕了，想赶紧回老家避几天。
于是，杨某打电话给在连云港的王
某，告诉他张某伤人的事情，并让他
现在就过来接张某。

远在连云港、正打着麻将的王
某接到杨某的电话也是大吃一惊，
他有些犹豫，担心掺和这事会给自
己带来麻烦，但想到自己平时跟张
某、杨某关系挺好，整天称兄道弟，
要是在这关键时刻不讲“哥们”义
气，那以后也没脸再见兄弟了。于
是，他连夜从连云港出发直奔常州。

这一边，杨某、张某在车上焦急
地等待着，此时的他们犹如惊弓之
鸟，总觉得有辆车似乎一直在跟着
他们。杨某害怕已被公安机关盯
上，当即急踩油门，穿梭在各条道路
上，还专拣小路跑。甩掉了“跟车”
还不够，张某趁小路无人之际，下车
逃跑，待王某到常州后，立即坐上他
的车回了连云港。

公安机关根据线索侦查，发现
张某已经逃出常州后，立即布网追
踪，并实施抓捕。迫于压力，张某最
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交代了自己是
如何逃离常州的。

公安机关立即顺藤摸瓜，找到

了助其逃跑的杨某。但当民警问杨
某如何窝藏张某时，杨某坚称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企图以沉默对抗法
律的制裁。之后，新北公安分局以
零口供将杨某以涉嫌窝藏罪移送至
我院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提审了杨
某，这时的杨某仍然心存侥幸，百般
抵赖，心里认定我们没有掌握确凿
的证据，一口咬定是张某自己打电
话联系的王某，和他没有关系。当
被问及案发当晚有没有见过张某、
自己人在何处时，他支支吾吾，闪烁
其词。

事实上，在本案中，无论张某是
否直接联系王某，就杨某接送张某、
打听案情、联系王某等行为，他都难
逃干系！

面对咬死不开口的杨某，如何
戳穿他的谎言呢？我又前前后后把
卷宗材料仔细地看了几遍，调取了
张某和王某的通话记录以及微信聊
天记录，从时间线中找到了蛛丝马
迹，从而锁定了证据。

最终，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杨某
在法庭上当庭认罪认罚，承认了自
己明知张某涉嫌犯罪，仍帮助其逃
匿的犯罪事实。王某开车接送张某
逃离常州的行为，同样也构成窝藏
罪，我院向公安机关出具了《补充移
送起诉通知书》，依法追究了王某的
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
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
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
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亲朋之间
提倡互爱互助，但必须以合法为前
提，不要为了亲情、面子、义气触犯
法律，否则最终将害人害己。

讲述人：周健
整 理：张敏 徐丹

“哥们”义气别踩法律底线

本报讯 4月5日，溧阳的李先
生不慎遗失一只装有打官司材料的
公文包，幸好遇上热心公交司机，公
文包很快失而复得。

当天中午，李先生受邀参加喜
宴，得知有位精通法律的朋友也到
场，便带上涉及官司的相关合同去
向朋友咨询。席间，李先生喝了好
几杯，上了公交车后很快睡着了，到
站后迷迷糊糊的，将包给忘了。

回家后，李先生才发现公文包
不见了，包里有打官司所需的各种

合同和文件材料，涉及金额10万余
元，一旦丢失，官司就没法打了。情
急之下，他给酒宴上的朋友打了一
圈电话，一筹莫展后才想起公文包
会不会掉在了公交车上。于是，他
赶紧打车来到溧阳城发集团下属客
运公司公交调度室寻找，没想到公
文包正完好无损地等着他来认领。

原来，公交司机房栋到了终点
站清洁车厢时，发现座位上有只公
文包，便立即上交到调度室。

（王婷 周红 芮伟芬）

酒醉乘车丢合同
热心司机帮找回

本报讯 4月5日中午12点50分
左右，金坛区城北小区一少年突发奇想
玩手铐，结果双手被铐住后竟拿不出来
了。最后，在南环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的帮助下，少年才“重获自由”。

被铐住的少年在同学和同学家长的
陪同下赶到消防救援站求助，其双手手
腕处被一副钢质手铐铐住了。戴着手铐
站在那的少年，就像被抓获的犯罪嫌疑
人。面对消防员的询问，他自己都不好
意思地直笑。

少年自称17岁，当天在同学家吃午
饭，看到同学家里有一副手铐，一时好
奇，就拿过来试了试，没想到真把自己给
铐住了。少年的同学说，这副手铐是另
一个同学以前网购的，且再三叮嘱过不
要玩，因为钥匙丢了，铐上了就打不开。

消防员在少年的手腕与手铐间垫入
一张A4纸做好保护，然后用大力剪将
手铐剪断，让少年“重获自由”。

（舒翼 肖轩）

少年贪玩
手铐自缚

本报讯 接到“客服”来电说可以
退款，市民王先生跟着对方一番操作，
稀里糊涂在4个平台贷款12万元并
转到了指定账户。昨天，市反诈骗中
心接到王先生报警后，复盘了他被骗
的过程，再次提醒市民：接到任何有关
钱财的电话不要轻信，凡涉及转账、贷
款、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

几天前，王先生在网上买了几箱
饮料，昨天他接到“客服”电话，说饮料

有质量问题，可以退货款126元。因
对方报出的名字、地址、时间、产品都
对，王先生便信以为真。“客服”让他下
载腾讯会议APP后点击共享屏幕，称
有专人教他如何获取退款。王先生按
其指导，在支付宝搜索备用金，提取
126元到自己账户后，“客服”称备用
金里还有374元，不清空关闭的话会
产生2.4万元利息。怕王先生不信，

“客服”出示了“阿里巴巴”工作证件，

称只要王先生将374元转给他，他从
后台就能关闭备用金，避免产生高额
利息。王先生按要求操作后，就陷入
了“客服”的套路，“客服”说一句，王先
生操作一步，最后，王先生根据“客服”
的指导，下载了多个贷款APP，提现
（贷款）12万元转到了指定账户。

市反诈骗中心再次提醒：网店客
服称理赔退款要操作支付宝备用金
的，都是诈骗；网店客服称理赔退款
要下载腾讯会议 APP 并共享屏幕
的，都是诈骗；网店客服称理赔退款
要操作还呗、微粒贷等贷款平台的，
都是诈骗。 （顾燕 芮伟芬）

接到退款电话 被骗12万元

本报讯 4月2日晚9时45分，局
前街和晋陵路路口处，一辆满载沙土的
货车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致使骑车
女子的左腿被压在货车的右前轮下。经
过晋陵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的处置，女
子被成功救出。

消防员询问得知，货车自重12吨，
装有15吨沙土。电动车倒在地上，女子
的右腿弯曲，左腿被压在货车右前轮下，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女子的丈夫一直守
护在妻子身边，不停地催促快点救人。

消防员在路口设置隔离警戒带，再
用水泥块垫在左右两侧车轮前后，防止
救援过程中车辆移动。随后，3名消防
员携带气动千斤顶（每个可顶起32吨重
量）钻入货车车底，以底盘中的钢板为支
撑点，将货车顶起。

经过约20分钟的紧张处置，被困女
子获救，被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舒翼 肖轩）

货车撞上电动车
女子左腿被压轮下 本报讯 玩游戏产生感情成为情

侣后，一边以情侣相称你侬我侬，一边
却拿对方裸照敲诈其父亲，这种情节怕
是电视剧里才会有。哪知，常州女孩小
田和其父亲竟然碰到此等糟心事。近
日，敲诈田父的男子赵某因涉嫌敲诈勒
索罪被天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小田是苏州某大学大一学生，去
年高考结束后，便和在游戏中认识了
四五年的好友赵某在线下见了面，两
人互生好感成了男女朋友。一段时间
相处下来，赵某发现，小田是个很缺乏
安全感的女孩，感情上非常依赖他，同

时也了解到小田父亲开了一家公司，
家境不错。

前不久，小田的手机坏了，用赵某
的手机联系父亲转钱维修，赵某因此
加上了小田父亲的微信。没过多久，
辞职在家游手好闲的赵某花完了不多
的积蓄，竟打起了小田的主意。他以
小田好友身份联系其父亲，称小田近
期因为压力太大，精神比较脆弱，约其
父亲见面详谈。见面后，他通过两人
的相处经过，取得田父的信任，答应帮
他关心照顾女儿，并陪同看心理医生。

没过多久，赵某给田父发短信，称

其从小田前男友手中花3万元买断了
小田的裸照，初衷是不希望裸照流出
去，短信还附上了好几张高清图片。
田父震惊之余，立即转给赵某3万元，
希望其能彻底删除照片并与女儿不再
来往。赵某嘴上答应，可当他把这笔
钱挥霍完后，便又找田父“借钱”，田父
只得再次转了5000元。就在赵某第
三次开口索要10万元时，田父选择了
报警。

第二天，还在催着田父转钱的赵
某被警方在武进一宾馆内抓获。

（殷茹 尹梦真）

父亲收到勒索短信 发件人是女儿男友

本报讯 王某等3人为牟利，
竟然想出了“截胡骗子”的把戏。他
们通过“中间人”，将真实身份注册
的银行卡“借给”通讯网络诈骗团
伙，一旦发现卡上打进赃款，就通过
电话挂失，从而截走赃款。

近日，3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办案民警说：“他们出
手比骗子还要快，可谓‘黑吃黑’，但
这种行为涉嫌两项罪名。”

经调查，王某等3人是同学兼
好友，都在经开区一家企业打工。
去年8月，3人在网上看到有人高价
收购包含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
U盾在内的银行卡“四件套”，就心
动了。“全套办下来给 2500 元到
3000元，看到来钱快，我们就答应
了。”王某交代，3人办了银行卡“四

件套”后卖给上家“中间人”，一次就
获利近万元。3人都清楚转卖掉的
银行卡“四件套”就是用来实施通讯
网络诈骗案的。“他们要的就是这
个，盯上了骗子的赃款。”民警说。

之后，3人下了一个APP，每天
查看银行卡的流水，以此了解诈骗
团伙是否作案成功。有一天，他们
看到银行卡上打进了5万元。为了
和骗子比速度，他们立刻用电话挂
失、冻结银行卡，再去银行把5万元
赃款取出来并分掉。

王某等3人认为，分掉“黑钱”
不会出事情，但事实上，“截胡骗子”
也涉嫌犯罪。目前，王某等3人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盗窃
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汪磊）

将银行卡借给诈骗团伙后，王某等3人的动作比骗子还快——

“黑吃黑”截下5万元赃款
涉嫌“两宗罪”落入法网

本报讯 为了逃10元通行费，
司机张某紧跟前车欲闯卡，不料撞
上收费站栏杆和监控设备，反而要
赔偿上千元。

3月31日11时许，一辆“苏B”
牌照的轿车从南京方向驶向宜兴，
路过104国道溧阳收费站时，该车
紧跟在一辆公交客车后方，欲逃
费。不料，自动栏杆机一车一落杆，
该车因车速过快来不及刹车，将栏

杆撞飞，打坏了监控摄像头。
由于设备严重受损，收费班长

罗名卉报警处理。经核算，栏杆及
摄像头修理费要1000多元。

在溧阳交警部门的教育下，该
车司机张某当场补缴了10元通行
费并赔偿设备损失。他懊悔地称，
当时脑子一热想逃费，不料要赔偿
上千元，真是太不划算了。

（谢泉平 陈林霞 芮伟芬）

跟车想逃10元通行费
撞坏栏杆反而赔偿千元

本报讯 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
当下，市民可能对损失一个微信账号
不以为然，殊不知，一个包含真实身份
的微信、QQ账号，在网络黑灰产业链
中的标价竟然达到500-1000元。记
者昨天获悉，我市警方成功破获一起
以赠送游戏装备、皮肤为由，骗取并倒
卖个人微信号的违法犯罪案件，涉案
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前不久，我市警方打掉了一个利
用抖音中奖送手机实施诈骗的犯罪
团伙。办案中，一个不起眼的软件引
起了网安民警的注意：嫌疑人在诈骗
中使用了一款P图软件，该软件可合
成中奖商品、发货物流、游戏皮肤中
奖等各种虚假截图。民警进一步分
析后发现，该软件需要充值会员并购

买对应的P图功能，且购买软件的会
员较多，部分可能正在从事诈骗类违
法犯罪。

警方对该软件的会员进行分析，
挖出了一个由彭某、肖某、黄某、何
某、韦某等人组成的上游犯罪团伙，
专门向各类诈骗犯罪分子出售微信
账号。该团伙以免费领取和平精英
皮肤为由，通过网络聊天工具与被害
人聊天，骗取被害人微信账号密码并
出售牟利。该团伙组织严密，由彭某
出资租赁房间并提供电脑、手机、电
话卡等设备，肖某负责提供技术指
导，黄某负责管理，何某等7人负责
骗号，韦某等3人负责冻结、解封微
信账号，最后再由彭某、肖某将骗取
的微信账号出售给他人，团伙成员共

同分赃。经统计，彭某团伙共计骗取
微信实名账号 761 个，每个标价
500-1000元不等。

日前，民警分赴泉州、重庆、长
沙等地，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 30
余名。

警方提醒，“免费送”背后隐藏着
巨大风险。市民若贪图蝇头小利，将
微信、支付宝、QQ等账号信息泄露给
他人，不仅可能导致账号被盗、隐私被
曝，甚至还会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的作案工具。广大市民应加
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账号信
息，一旦发现自己的个人账号等信息
涉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要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举报。

（顾燕 芮伟芬）

倒卖个人微信号 案值数百万元

4月5日下午，我市一处工地挖出白
磷燃烧弹，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二大队
（安检排爆）副大队长张琰及时处置消除
隐患（本报4月7日A3版报道）。昨天
上午，经过精心准备后，巡特警支队联合
治安支队到金坛阳山采石场，将这枚炸
弹成功销毁。这也是我市警方首次销毁
白磷燃烧弹。

回应网友关切
4月6日，常州日报官方抖音号发布

了相关新闻，点击达52万多，网友纷纷
留言给张琰点赞：“有人为了我们的生命
负重前行！”“时间就是生命，致敬伟大的
民警！”“在危机时刻，一秒钟可能就不是
这个结局，为张警官点赞！”……

也有部分网友留言，询问张琰排爆
时为何不戴口罩，不穿防爆服。张琰解
释，他接到警情通报已是当天下午3点
06分，从收到的照片上虽然不能确定是
什么炸弹，但可以看出弹体在冒烟，情况
十分危急，必须尽快赶到现场。

张琰家住钟楼区，赶到现场只用了
10分钟多一点，比从新北区特警支队出
发要快。到现场后，张琰闻到了五氧化
二磷的味道，结合其他特征，才确定这是
一枚白磷燃烧弹。“当时炸弹发烫，已经
烧了半小时左右，随时可能爆炸。等防
爆服送来，我再穿好，可能就来不及了。
就算是穿了防爆服，面对白磷弹也没有
作用。另外，这种燃烧弹一旦爆炸，白磷
四处飘散，沾到皮肤上就会一直烧下去，
戴了口罩反而会全部沾到脸上，拿不下
来。”张琰说。

张琰相机而断，利用深厚的专业知
识，就地取材，使用工地上废弃的涂料
桶、消防水和施工中翻出的深层黏土，仅
用8分钟就成功完成处置。

成功销毁白磷燃烧弹
昨天早晨7点，在市公安局巡特警

支队，记者看到了这枚长106厘米的白
磷燃烧弹，弹体被浸泡在水里，头部的窟
窿被黏土严严实实地封住。“经过安定化
处理后，这枚燃烧弹就烧不起来了。运
输也不能大意，需要安排专人看护，确保
密封牢固，一旦出现异常，就立即加水浸
没再做后续处理。”张琰说。

“这是我们首次销毁白磷燃烧弹，地

方的选择、炸弹的掩埋以及引爆都很有
讲究，运输弹体必须万无一失。”张琰安
排年轻民警徐鼎坐在水桶旁，确保弹体
时刻保持安定状态。到达目的地前，经
过了一公里的颠簸山路，徐鼎的双腿被
水泼湿了，他也没有发现，全部注意力都
集中在弹体上。

上午9点半，张琰和治安支队危化
品大队相关负责人到达阳山采石场的一
处小山坳内。这里已经挖出了一个3.5
米的深坑，白磷燃烧弹和引爆炸药被深
埋地下。准备工作完成后，众人撤到数
百米外，燃烧弹被成功引爆，远远看到一
股白色烟雾腾起，那是爆炸时的高温将
大多数白磷迅速烧完的迹象。

“炸弹和炸药爆炸后，白磷在地下充
分燃烧，就剩下了很安全的磷和氮的氧
化物，再等上几天和水汽、天然有机物缓
慢反应后，被泥土吸收就成为磷肥和氮
肥，不但不会对土壤有任何风险，还能提
高肥力。”张琰说。

家中三代五名军人
张琰出生在南京，父亲是常州人。

事件被成功处置后，很多网友知道燃烧
弹的杀伤力，替他捏了把汗。张琰感谢
网友们的关心，表示自家三代五位军人，
关键时候必须要拿出军人的血性和气
魄：“我们夫妻、我爸妈还有外公都曾是
军人，我不能给军人丢脸。”

“我早就知道这种白磷弹，因为杀伤
力大在国际上被禁止使用，这次是第一
次亲眼看到。看到炸弹在冒烟，虽说知
道它的厉害，但我决不能犹豫，要立即去
灭火降温，多争取哪怕一秒都在所不惜，
否则一旦等到炸弹爆了，白磷飘散出去，
附近的老百姓就有危险了。”张琰说。

不是第一次直面险情
从警17年来，张琰总计129次成功

排爆，早已不是第一次面临险情。
2013年11月，溧阳横涧镇一村庄

内发生一起因私自制作火药导致爆炸的
警情，当事人重度伤残，事发现场位于一
民居的二楼，且与其他民房相连，墙壁和
楼板出现明显裂痕，如不立即进行全面
搜爆和清理，将严重影响后续工作。

作为主排手的张琰带队赶到现场，
穿上排爆服，冒着二次爆炸和房屋坍塌
的危险，进入现场进行搜爆作业，逐件清
理被爆炸粉碎的墙砖和家具残片，寻找
残存爆炸物。通过近一小时的艰苦作
业，最终排除了安全隐患。

汪磊图文报道

记者跟踪采访，挖掘“拆弹专家”第129次排爆的幕后故事

昨天，我市警方首次销毁白磷燃烧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