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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了了两两天天讲讲座座，，回回家家要要钱钱买买药药
得知免费送老年报，不少老人参加了活动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蒋大伟） 近日，市民李女
士家楼下贴出免费赠送老年报
的宣传单，李女士的母亲看后
免费申请领取了，没想到这“免
费的午餐”却给李女士带来了
烦恼。22日，李女士的母亲连续
参加两天的讲座后，回家出口
要10000元买药品，看着母亲要
上当，李女士却说服不了。

16日，家住莱山区的李女
士在自家楼下发现张贴着免费
赠送老年报的通知，“我母亲经
常中午到我家来，帮我做点午
饭，她看到后就拨打上面的电
话申请免费领取老年报。”李女
士说。

“当时觉得挺好的，平时看
看老年报也挺好。”李女士说，

“4月18日，领回来一个报箱，随
后还免费赠送了一个带轮子的
购物车，上面还标有老年报的
字样，并告知我们每周会送一
次报纸过来。”

随后，李女士的母亲接到
电话通知，21日到莱山区曹家
花园小区旁边的颐圣堂生活馆
参加活动。

22日中午，李女士下班回
家，遇到刚参加完颐圣堂生活
馆活动的母亲。“回家后，我妈
饭都顾不得做了，就喊我去给
她取10000元钱，说要去买药。”

李女士的母亲说，颐圣
堂生活馆现在有出口美国的
药品，在国内是买不到的，要
抓紧时间去买，去晚了就没
了。“我觉得这肯定就是一些
保健品在虚假宣传，骗老年
人的钱。”李女士和母亲争论

起来。
“当时我妈态度很坚决，感

觉不给拿钱什么事都可能做出
来，就像着了魔一样。”李女士
担心有高血压的母亲太激动，
就去取钱给了母亲。“我母亲说
就算是上当了她也愿意，上当

就上这一次。”
“母亲告诉我她买了两套

产品，一套产品是2600元，两套
一共是5200元，每套包括一部
中频激光综合治疗仪和一盒银
色世纪的胶囊产品。”李女士看
到母亲买回来的产品说。

说好去领礼品

回来吵着买药

22日，市民李先生向本报反
映，家中两位老人参加了两堂老年
健康讲堂，原本说好只去领礼品
的，没想到两位老人回家后就向李
先生要5000元钱买药。

李先生告诉记者，半个月前有
人在小区散发广告，说赠送《老龄
报》。“当时我父亲还挺感兴趣，我
还告诉他别相信这些东西，我父亲
说没事就去领点小礼品。”李先生
说。

22日中午，李先生接到父亲的
电话说要5000元钱去买药，“平时
我给他些零花钱，估计他自己还有
些钱，和我要5000元，估计去买的
药就不止这些钱了。”李先生说，

“怎么劝都没有用，就认准了那药
好用。”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帮亲戚打架

赔进去5万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国军） 因

安装广告灯箱的事，堂哥和邻居打
起来，一旁的堂弟在两人分开后，
突然把邻居摔倒在地，造成对方轻
伤。最终，李某一次性赔偿对方5万
元。22日，芝罘区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李某拘役5个月。

去年4月9日，来烟台打工的辽
宁籍李某到芝罘区堂兄店铺玩耍。
12时许，李某堂兄因安装广告灯箱
与相邻店铺的马某发生争执并厮
打，等二人分开后，李某突然上前
抱住马某，并将其摔倒在地，造成
马某右侧外踝及胫骨下端骨折，花
费医疗费3万元。经法医鉴定，被害
人马某右下肢所受损伤属轻伤。

该案的审判长连续4天组织双
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4月
14日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
人一次性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5万
元，被告人当场履行完毕。4月22

日，芝罘区法院以被告人李某犯故
意伤害罪，判处拘役5个月。

楼顶“煤气罐”

惊了小区居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敏）“楼顶上不知道谁放了

个大罐子，看着像煤气罐，可别炸
了。”22日，金都广场小区的居民拨
打本报帮办热线反映。

在金都广场小区楼下，记者转
了一圈并没有看见“煤气罐”在哪
儿。居民宋女士一指小区西北角的
7号楼，“在楼顶，从楼下看不见。”
站远一点，一抬头还真看见一个大
罐子摆在7号楼楼顶，圆柱形的外
观看起来像是个大气罐子。

在向小区物业反映后，工作人
员也纳闷，“楼顶怎么会有煤气罐
呢？”紧接着，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
7号楼楼顶，近距离一看见“煤气
罐”的全身，大家有些哭笑不得，引
起居民不安的竟是个消防水箱。很
多市民没见过消防水箱什么样子，
但在电影中可能看过这样的场景：
一栋楼失火后，消防队员在楼顶打
开一个圆柱形的大罐子，然后借助
水源从上往下的压力，将楼里的火
扑灭。

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可能
是开发商盖楼时出于消防安全考
虑，在楼顶准备了消防水箱。

要要求求看看看看相相关关产产品品遭遭到到拒拒绝绝

22日下午，记者来到曹家
花园小区的颐圣堂生活馆。在
活动馆的门口，工作人员将记
者拦下，询问记者是否要报名
参加他们的活动。

记者在颐圣堂生活馆门口
看到一些写有“中频激光综合
治疗仪”的纸箱，店内的工作人
员正在向一位老人介绍相关的

产品。
随后，记者提出要看看

相关的产品，得到现场工作
人员的拒绝。“这是我们产品
的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
给记者提供了一份胶囊产品
的材料，上面明确标明属于
保健品。

不久，店内几位自称来自

青岛厂家的工作人员坐上一辆
鲁B牌照的车辆离开了颐圣堂
生活馆。

据了解，曹家花园小区
的颐圣堂生活馆原本是一家
银色世纪的店铺，“我觉得这
店铺存在至少有9年了，去年
改名为颐圣堂生活馆。”小区
居民肖先生说，“我去过听了

一次保健讲座，后来就没再
去。”

“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很
多外面小区的老年人来参加
他们的活动，有时还组织出
去旅游，具体里面讲的什么
内容我也不清楚。”小区居民
曹先生说。

本报记者 蒋大伟

一一听听““毒毒品品””慌慌了了，，老老太太被被骗骗22 .. 77万万
对方连哄带骗，80岁老太攒下来的钱打了水漂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21日，80岁的石女
士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人给她
寄了一个邮包，邮局发现里面
有毒品，缉毒处将对她展开调
查，为了避免财产损失，最好将
钱转移到缉毒处的账户，如果
调查清楚她确实与此事无关，
会把钱还给她。石女士一听慌
了神，赶紧把卡里的27000元钱
打了过去，打完钱她才反应过
来自己被骗了。

“我真是老糊涂了，现在才
反应过来也晚了。”石女士告诉
记者，21日上午她接到一个电
话，跟她说有一个邮包寄给她，
但是只能看清楚她的电话和姓
名，具体的投递地址模糊不清，
让她自己到邮局去取，并告诉
了她一个邮局的电话。

石女士没有多想，就按着
对方给的电话拨了过去，接电
话的人自称是邮局的工作人
员，并告诉石女士，她确实有一
个从昆明寄过来的邮包，但是
邮包里查出有毒品，所以暂时
不能将包裹给她，现在包裹已
经被缉毒处查封了，让石女士
找缉毒处问问，并给石女士留
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听有毒品，石女士更慌
了。她拨打了对方留下的电话，

电话里的人称是缉毒处的工作
人员，跟石女士说，既然从她的
邮包里查出了毒品，就要对她
进行调查，希望石女士能配合。

石女士急忙解释说，自己
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能有精
力来干贩毒的事呢，对方听了
后倒是态度很好，语重心长地
劝导石女士说，这只是必要的
流程，等调查清楚了自然会还
石女士清白的。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要对
石女士进行全面地调查，其中
包括冻结她的银行账户，为了
保证她的财产安全，最好能先
将钱转移出来，工作人员说自
己所在的部门就是专门负责银
行账户的，她告诉了石女士一
个银行卡号，让石女士先把钱
转移到缉毒处的账户里，如果
调查结果证明石女士确实与贩
毒案没有关系，会把钱还给她
的。

石女士急于与毒品撇清关
系，便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到
附近一家银行ATM上将自己
卡里的27000元全部转了过去。

“把钱转过去后，我才反应
过来，自己可能是被骗了。”她
说，再打邮局和缉毒处的这些
电话，全都打不通了，她赶紧报
了警。

这么多年攒的钱，一下子全骗走了

记者了解到，已经80岁的
石女士身体不太好，儿女也不
在身边照顾，最近几年一直住
在老年公寓，她卡里的钱也是
平时省吃俭用攒出来的。“身
体有病，要经常吃药，想给自
己攒点钱以防万一。”石女士
说，这么多年攒的钱，一下子
全被骗走了。

“我当时一听是毒品就慌
了，想快点撇清关系，就想把

钱打过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又想自己没有做过的事，钱肯
定会还回来的。”石女士说，电
话里自称是缉毒处的工作人
员，连哄带骗地说他相信石女
士，并安慰她说把钱打过来，
由国家代为保管，肯定不会有
问题的。石女士说，她当时就
是慌了，如果跟家人商量一
下，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了。

老人想息事宁人，容易上当受骗

鲁东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刘
兆永说，老年人不是社会活动
的主要参与者，对于一些社会
规则不甚了解，因此缺乏必要
的防范意识。另外，现在的老年
人一般都比较孤独，而他们手
里的钱不买房，不买车，甚至都
不买新衣服，基本属于闲钱，当
孤独跟有钱碰到一起，就可能
会成为骗子行骗的对象。

另外，老年人遇到事情

后，不是想到通过法律途径来
解决，而是往往诉诸于“潜规
则”，想破财免灾，花点钱把事
情解决。当自己遇到了负面的
事情，考虑到自己的脸面问
题，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维
权，而是想息事宁人，花钱摆
平，尽快将事情了结。刘兆永
说，大多数老年人都存在这个
问题，因此便有屡屡上当的事
情发生。 本报记者 于飞

22日，颐圣堂生活馆的工作人员在向老年人介绍商品。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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