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近

日，家住烟台幸福片区的孟女士收
到一条短信提示，称她的信用卡账
户积分可以兑换现金，于是她点击
了短信中的链接，根据提示输入个
人信息和验证码，没想到信用卡被
盗刷了4644元。

孟女士说，看到发来短信的号
码是该行信用卡的全国热线，孟女
士就没有起疑心，直接点击了短信
上的链接。

进入网站之后，孟女士按照提
示一步步填写个人信息，输入手机
收到的验证码，就提交了信息。

几分钟后，孟女士很快收到短
信提示信用卡被刷去了4644元，她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点进钓鱼网站

信用卡被盗刷4644元

本报热线 6 6 1 0 1 2 3消息 (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孙鹏 ) 1 1

日早上 7点 4 5分，在幸福路与龙
海路交叉口，一位市民被一辆白
色轿车撞倒，白色轿车逃逸，路
人迅速报警。

据被撞市民介绍，肇事车辆
是白色的，车牌号尾号为182，其
他内容没看清。被撞市民发现身
体没有问题后，决定对肇事车辆
不予追究。

“不过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
到，一方当事人当时没有问题，
但是第二天发生死亡或发现受
伤的情况。”民警介绍说，他们本
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立案
调查，目前已经初步掌握了肇事
车辆的相关线索，也希望驾驶员
尽快自首。

被撞者虽不追究

交警仍立案调查

外外地地客客商商来来烟烟住住旅旅馆馆丢丢失失55万万元元
老板娘拾金不昧，将钱归还失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这么多钱要是弄
丢了，我真是没法交代，幸亏
遇到了好心的大姐。”孙先生
是来自济宁的生意人，他和同
伴来到烟台收苹果，身上带了5

万元现金，在栖霞一家小旅馆
里住的时候，不慎将钱忘在了
旅馆内，好心的旅馆老板娘发
现后，帮他们把钱收了起来，
并还给了他。

孙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同

伴来自济宁，拿着亲戚凑出来
的5万元现金，来到栖霞收苹
果，一路上都很小心地随身带
着这些钱，就怕弄丢了，所以
睡觉的时候也带在身边，可越
谨慎越是出了纰漏。他们在加
油站加油的时候，孙先生正要
付钱，可是一摸口袋，发现身
上带的钱不见了，两人顿时吓
出了一身冷汗，思前想后，就
开始原路返回，一路去找，想
着可能落在了前一天住的小

旅馆内，两人回到旅馆后，旅
馆老板娘赵玉芹见到他们，就
说他们终于回来了，孙先生一
听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之后，
赵玉芹将自己细心保管的钱
拿了出来。

“我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在枕头下面看见一件衣服，发
现里面有不少钱。赵玉芹说，
她拿着衣服就追了出去，但孙
先生和他的同伴早就走得没
有影了。

返回旅馆后，赵玉芹开始
查找入住记录，想看看两人在
入住的时候是否留下了电话
号码，可惜的是，两人都没有
留电话。既没有联系方式又不
知道两人的去向，赵玉芹只能
先把钱收起来。

“外地人来栖霞收苹果，挣
点钱也不容易，5万元不是小数
目，这个钱我必须还给他们，我
要是自己留下了这钱，就对不起
我的良心。”赵玉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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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国国宝宝琥琥珀珀龟龟””，，掉掉进进骗骗子子陷陷阱阱
招远市民路遇骗子“唱双簧”卖假琥珀，最终被骗一万七千元

5月5日上午，王女士在河东
路农贸市场，遇到一名30岁左右
的年轻男子，向其打听幸福小区
药监局怎么走。还没等王女士开
口，男子掏出一只被铸在固体里
的乌龟样本赶紧搭话，称只是想
找药监局鉴定这件物品的真假。

王女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东西，看着像琥珀，感觉很
稀奇。正在这时，一位50岁左右
的男子走到两人面前，称其是

“保险员”，他所在的保险公司最
近发了一个内部文件，国家博物
馆失火，丢失了8对“国宝琥珀
龟”。

“保险员”从男子手里接过
乌龟样本看来看去，又从随身携
带的文件夹里拿出照片认真地
对比，随后低声商讨起来，说这
就是丢失的“国宝琥珀龟”，并问
男子卖不卖？男子称最少2万6千
元，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最终确定以2万元的价格成交。

他俩倒是还没忘了站在旁
边看着的王女士，“保险员”称要
回家取钱10多分钟就回来，要求
王女士给其做个证人，王女士感
觉有点“神奇”，就答应了。大约
10分钟后，中年男子拿着2万元
钱匆匆赶来买下年轻男子的“琥
珀长寿龟”。

路上闲逛

碰到“国宝交易”

拿到了“国宝”，“保险员”
并未作罢。而是问男子是否还
有头上有红点的“琥珀龟”，因
为“国宝琥珀龟”都是成双成
对，还应该有一只头上有红点
儿的，要买就得买一对儿。男
子又从包里拿出一只“国宝琥
珀龟”，“保险员”看后一口咬
定：“对，这就是一对的”。

随后两人又是一番讨
价还价，最终说因为这只头

上有红点，3万6千元少一分
不卖，虽然比上一只贵出一
万 多 ，但 思 考 了 一 会 儿 的

“保险员”还是同意了。“保
险员”说身上带的钱不够，
要回烟台取钱，下午 2点多
才能回来，但售龟男子坚决
不同意。

这时候又该王女士出场
了，“保险员”开始恳求站在一
旁的王女士帮忙把“琥珀龟”

留下，并再次申明这是国家文
物，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坚决
不能让其流向海外，而且成交
后还会重谢2千元。说完，他把
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王女士，
说要赶紧坐车回烟台，就匆匆
离开了。

短短的几十分钟王女士
见证了“国宝”的价值，因此对

“保险员”的话深信不疑，也就
给他当了证人。

为保护“国宝”当起证人

售“琥珀龟”男子见王女
士有些动心，就赶紧与王女士
搭话称既然为他做证，就得确
定下王女士的住址，把“琥珀
龟”先押给她。

因为王女士心中有了底，
就与售龟男子谈论起红头“琥
珀龟”的价格来，得知王女士
只有17000元，售“琥珀龟”男
子称可以把红头“琥珀龟”暂

时抵押给王女士，王女士喜出
望外立即到银行取出17000元
交给年轻男子。年轻男子也装
模作样为其打了一张收条留
了电话，并约定下午2点见面。

王女士满心欢喜拿着“琥
珀龟”回家，只等下午2点的

“交易”。眼看过了指定时间，
却迟迟不见对方来“接货”，王
女士赶紧打电话联系对方，可

对方电话均处于关机状态。
事到如今，王女士着急起

来，开始联系“内行”朋友帮忙
鉴定“国宝”，最终得知“国宝”
只是价值20多元的树脂摆件，
王女士这才知道自己掉进了
俩骗子的“双簧陷阱”，便立即
到公安机关报案。目前，招远
市公安机关已经对案件立案
侦查。

当今琥珀种类中到底有没有
“琥珀龟”？烟台齐鲁古玩城益生珠
宝负责人王莉告诉记者，从琥珀的
形成年代、种类等各种因素来分
析，不可能出现“琥珀龟”及类似大
小的动植物琥珀类型。

王莉说，依据现在的研究成果
显示，琥珀的形成年代至少要在
5000万年以前，大多数形成在上亿
年前。由于气候原因，当时一些树
木不断的分泌树脂，吸引了不少例
如蚊子、飞蛾、蚂蚁、蜘蛛等类似的
昆虫，又由于树脂又黏又稠，昆虫
一旦被粘住就很难逃脱，日积月累
被包裹住，最终石化成为琥珀。而
龟类动物完全不符合形成琥珀的
条件。

“再者说，那块儿所谓‘琥珀
龟’里的龟种就是当今的物种巴西
龟，上亿年前根本没有这类物种，
所以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为了骗
人，充其量就算个低价的树脂摆
件。”王莉说。

本报记者 王晏坤

世上本无“琥珀龟”

为了骗人才“现世”

最终陷入“双簧陷阱”，被骗走一万七千元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张君才 刘芳伶

都说天上没有掉馅饼
的，可一件流落民间的“国宝
琥珀龟”却被烟台招远42岁
的王女士碰到了，为确保“国
宝 ”不 流 失 ，王 女 士 花 了
17000元入手，却不曾想这
“宝贝”成本价不过20元。到
公安机关报案时，王女士才
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两个骗子
设计好的“双簧陷阱”中。

王女士购买的“国宝”其实是个树脂摆件。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新闻链接

俩俩““兵兵哥哥哥哥””公公交交车车上上智智擒擒小小偷偷
他们来自烟台公安边防支队，钱包主人送锦旗表感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赵静静

通讯员 臧保东 孙盛宇) “抓
小偷！我钱包被偷了！”5月9号上
午9点左右，张女士坐上了52路公
交车，在途中行驶至广播电视台
时，张女士发现自己钱包不见
了，她边大声的呼救，边朝着门
口跑去。在刚一下车的瞬间，发
现小偷已被两个人制服。而这两
位好心人是烟台公安边防支队

的武警曾徐培和秦青青。
张女士说，上车后她就发

现身后有个20岁左右的男子穿
着很不正常，现在这个季节还
穿着毛衣和羽绒马甲，带着口
罩，背着很大的包。行驶至汽车
东站时，张女士感觉到那个男
子靠自己很近，并将自己的大
包紧贴在自己的包上，但当时
她没有在意。当汽车即将行驶
到下一站时，张女士才感觉到

自己的包变轻了，随即发现钱
包被偷，但是车门刚好打开，小
偷已经下车，她只能大声呼救。

“我们很早就发现那个男子
不像正常乘客。但是我们得等他
下手，而且车上人很多，我们也
不敢轻举妄动，怕伤了乘客。”曾
徐培说，看到小偷偷了东西后，
他立即和秦青青下车，跑了不到
5米，就把小偷抓住了。

张女士说，所丢的钱包中

有1000元左右的现金、一张面值
1000的购物卡、身份证、银行卡
以及社保等诸多证件，后期挂
失补办都很麻烦。其中钱包价
格不菲，总价值在6、7千左右。

“看到小偷被抓到的时候，
心情由慌张变成了感动，心理流
过了一股暖流，真的非常感谢他
们。”11日，张女士将一面锦旗送
到了曾徐培和秦青青所在的烟
台边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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