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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赌徒败光家产 伪装富二代
以恋爱为名
骗了两女9万元
被抓时靠卖老鹅为生，积极退赃获缓刑
男友竟还有女友
两被骗女子来扬报案

两年前，来扬报案的两名女子，因恋
上同一人，成为“患难姐妹”。原来，她们
的男友孙某是个冒充“富二代”、打着恋
爱幌子骗财的感情骗子。今年1月，孙某
在淮安落网。近日，邗江区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孙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与“富二代”网恋
男友却屡屡伸手借钱

阿珍是个80后姑娘，在常州经营一
家服装店。2015年1月左右，阿珍通过微
信认识一个名为孙大林的男子。孙大林
自称是温州人，父母都是温州商人，如
今，他们一家到扬州定居，父亲经营了一
家建筑公司，母亲开饭店，他在父亲的公
司帮忙。聊了一段时间后，孙大林提出，
让阿珍做他女朋友，阿珍答应了。
同年2月，孙大林来到常州，与阿珍
见面。其间，他给朋友送去一张银行卡，
并向阿珍解释，该卡内有10万元，是借给
朋友周转的。第二天，孙大林突然向阿珍
求助称，借给朋友的10万元是父亲的工
程款，他害怕被父亲知道，让阿珍借3.5万
元给他应急，并保证过几天就还。阿珍痛
快答应。在接下来的交往过程中，孙大林
先后以换轮胎、跟朋友打牌输钱、还房贷
等理由，多次向阿珍借钱。阿珍没办法，
只好通过向朋友借钱、抵押首饰等方法
筹钱借给男友。
同年7月，阿珍催他还钱。孙大林为
证明自己，带阿珍的弟弟去找朋友要债，

【核心提示】

出门在外 ，开 “斗气车 ”是要不得
的 ，而在高速公路上开 “斗气车 ”就更
危险了 。 近日 ，高邮警方与高速交警
部门共同处置了一起此类案例 。 昨
日 ， 涉事驾驶员寄来了锦旗 ， 感谢警
方的及时介入 ，避免了一起险情 。

高速上有人打架？
民警赶到时 双方已跑了

据了解，6月4日当天，高邮市公安局
界首派出所接到了一起较为特殊的报
警，根据京沪高速二大队反映的情况，在
京沪高速辖区内，有人在路上打架。
处警民警立即前往界首出口处处
警，然而赶到时，并未看到警情。民警通
过和报警人联系后得知，冲突双方在发
生争执后，又各自驾驶车辆追逐行驶，并
已经抵达淮安境内。
至此民警判断，这是一起由开“斗气
车”引发的案例，如果不能及时化解，任
由冲突双方任性而为，极有可能造成严
重事故，影响其他正常通行车辆的安全。
处置民警立即将情况汇报给高邮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协调高速路网中心进
行设卡拦截。另外，民警又联系了高速大
队，请求设法将双方驾驶员带回派出所
进行处理。

绘图 沈江江

这位朋友当场给阿珍弟弟写了一张 做。在此期间，孙大林又以朋友开车
10万元的欠条。此后，孙大林提议，让 出交通事故需要钱为由，代朋友向阿
她抵押自己的房子借钱给他。阿珍照 珍借钱。但这笔钱，也如泥牛入海。

发微博吐槽银行
意外识破男友身份

2015年7月中旬，孙大林告诉阿
这件事，孙大林说得有时间、有
珍，他妈妈给阿珍买了一辆车，两人 地点，阿珍没有怀疑，但又觉得很奇
之前的债务一笔勾销，并向阿珍要钱 葩，就把孙大林所说的内容，发在微
办保险。阿珍信以为真。
博上。2016年6月16日，她来到扬州，
2016年5月，孙大林称他朋友本 准备找涉事银行讨说法。没想到，银
来准备了3万元还她，怎料，在通过扬 行主动联系她称，根本没这回事。双
州某银行自助存取款机汇款时，这3 方见面核对后，阿珍发现是孙大林说
万元全部被机器吞了，后又被银行工 谎，立即打电话质问。孙大林说着说
作人员私吞，他们正在和银行打官 着，就挂了电话。阿珍再打过去，对方
司，当月27日刚开完庭。
已经关机。这下，阿珍意识到被骗。

在多次联系、寻找孙大林未果后， 相识，并自称“富二代”与小茜相恋，以
阿珍想到了手机通话记录里一个山西 工程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等名义，
“借”走
太原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是孙大林曾 了小茜大量现金及贵重首饰。后因小茜
借用她手机打电话时留下的，当时，他 多次催其还钱，对方不再理会小茜。说
解释称，这个号码的主人是他朋友的债 完，小茜发来了孙大林的身份证照片。
主。阿珍决定通过这个号码试试，遂根
阿珍这才发现，她交往一年多的男
据这个手机号码添加了对方的微信。 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孙某，
没想到，在阿珍说完自己的遭遇 扬州人。后阿珍根据该地址，找到孙某
后，对方却称，自己也是孙大林的女友。 家，才知孙某父母是在镇上经营小饭馆
原来，对方名叫小茜（化名），2015年10 的。2016年7月11日，阿珍向邗江警方
月左右，孙大林通过QQ漂流瓶与小茜 报案，一个月后，小茜也到扬州报案。

啃老还好赌
竟伪装富二代诈骗
接到报案后，邗江警方展开侦查， 他所开的轿车，都是租来的。在谎言被

将孙某上网追逃。今年1月9日下午， 识破后，孙某辗转潜逃到淮安，以卖盐
淮安警方在当地某小区日常巡逻时， 水鹅为生，直至被抓。
发现一男子形迹可疑，上前对其盘问。 经查，孙某利用上述方法，共诈骗
经查，该男子系邗江警方上网追逃的 阿珍、小茜共计9万余元，上述资金绝
孙某，遂将其抓获。
大多数被孙某用于赌博。孙某落网后，
经查，孙某今年28岁，扬州人。孙 在家人的帮助下，退出了全部赃款，并
某交代，在认识阿珍时，他没有工作， 取得了阿珍、小茜的谅解。
靠“啃老”维持生活开支。此外，他还沉
近日，邗江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孙
迷赌博，为此，父母拿出家中的几十万 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他积极
元积蓄，帮其还赌债。父母没钱后，孙 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法院决
某遂萌生了冒充富二代，以谈恋爱为 定给予其一定的缓刑考验期限，故依
名诈骗钱财的念头。
法作出上述判决。（除孙某外 ，文中人
至于借钱及写借条的朋友，都是 物均系化名） 通讯员 方满华 赵慧琴
孙某求朋友帮忙“演戏”的。恋爱期间， 朱智晖 记者 刘娟

高速开“斗气车”从高邮追逐到淮安
警方及时拦截
成功化解险情
提醒：开“斗气车”可能获罪，天热遇事要冷静
【警方提醒】

原是“别车”引发争执
开车一路追逐到淮安

最终，在该市局指挥中心、高速
路网中心的及时介入下，双方驾驶员
被成功拦截。民警了解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
原来，当事双方其中一人为东港
市某物流公司驾驶员张某，当天他驾
驶冷藏货运车辆送生鲜，当车辆行驶
至京沪高速界首境内时，当事的另一
方许某则驾驶轿车，在路上有多次别
车行为。
张某运输的是冷藏生鲜品，保质
期十分有限，急着要在当天晚上送到
丹东的最后一班轮渡上，如果错过
了，生鲜就可能变质，自己要承担责
任。在这种情况下，许某的行为让张

某十分恼火，加上天气炎热，在一次
停车后，张某就下车与对方理论。
过程中，张某与许某先是发生了
语言谩骂，随后又有了肢体冲突。张
某打了许某之后，就回到车上继续赶
路。许某便开车一路追赶张某的货
车，幸亏被警方及时拦截，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随后，民警一方面处置双方的打
架事件，一方面又另安排其他驾驶员
继续运送张某的货物。张某感激警
方的人性化处置，最终在民警的协调
下，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当晚，民警
还安排了旅社给身无分文的张某居
住。 通讯员 杨柳 大宝 记者 刘宁

广
告

开“斗气车”可能获罪
天热要控制好情绪
关于开 斗气车 的例子 此前我 如果存在别车 撞车等情形 造成交
“

”

，

市也曾发生过 。 2015年 ，在市区扬子
江路与328国道交叉口处发生了一起
事故。 两辆轿车为了争抢直行道 ，在
路口斑马线前发生了碰擦。 两位驾驶
员下车后经过一番理论 ， 谁也不服
谁，竟在路中间斗殴了起来。 最终，警
方认定这两人负事故同等责任 。 此
外， 由于双方都存在不冷静行为 ，还
分别被处以3日行政拘留。
对此 ，交警部门表示 ， 如果斗气
过程中存在追逐竞驶等情形 ， 将可
能因 “ 危险驾驶 ” 罪受到刑事处罚 ；

、

，

通事故的法律后果 ， 将由故意撞击
的一方承担 ；如果危及到其他车辆 、
行人的交通安全并造成严重后果 ，
或将构成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 。
交警部门提醒 ，天气炎热 ， 驾驶
员要学会控制情绪 ，开车时不妨听一
些舒缓、轻松的歌曲。 另外，有条件的
话 ，可以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 ， 记录
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视频图像和声音 ，
既可为交通事故提供证据 ，保障驾驶
人的权利，也会对驾驶者本身起到监
督作用，降低“路怒”发生的概率。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