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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贾凌煜) 本报和山东省脐血库
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凡人歌·山东
十大凡人善举评选活动仍在火
热进行中，截至6日下午七点，总
票数已达数万。

今年，齐鲁晚报特别邀请了
知名文化体育界人士马瑞芳、刘
玉堂、宿茂臻、韩鹏、朱之文等为
本届凡人歌活动助阵，为凡人善
举代言。目前，拾荒娃孙延彬暂
居榜首，“95后”协警张帝、好房
东李长河、孝子安华强、爱心妈
妈陈晓娅票数排名靠前。

11月4日，本报以《自掏40
万，让山里娃吃上热乎饭》为题
报道了陈晓娅的故事。曾是孤儿
的她计划拿出40万元，让泗水县
的东鲸小学孩子吃上免费午餐，
还更新了校舍和桌椅，每年给孩
子们制作两套校服、帮孩子们筹
建爱心书屋。这一善举在社会上
引起极大反响，陈晓娅也入选凡
人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人物的
评选活动。

“自从被报道后，我已经有
三次打车出门被司机师傅认出
来，夸我做了大好事，最后都不
收车费。”陈晓娅告诉记者。

陈晓娅说，她的手机经常接
到陌生电话，大多是询问如何帮
助这些孩子的。“现在有一对夫
妻号召爱心人士捐了近700件新
衣服，还有济宁老年大学的匡妈
妈个人拿出一万多块钱购买了
跳绳等体育器材给孩子们送
去。”自己的举动，引发爱心不断
涌来，陈晓娅觉得做得值。

掏出40万元给孩子们提供
爱心午餐很大方，可陈晓娅对自
己却很抠，她租住在济宁城区一

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每月
租金240元。“以前花钱确实有些
大手大脚，如今再给自己买东西
时，眼前总会浮现这些孩子的脸
庞，不自觉地就想省一元是一
元。”天气越来越冷，学校没有能
力配备暖气和空调，有的孩子小
手已长冻疮，这几天，陈晓娅正
联系爱心人士来提供煤炭，烧上
锅炉，让孩子们在温暖的教室里
学习。目前已有一家企业与她取
得了联系。

原本是泰安古董圈
叱咤风云的大亨王英，
以融资、借贷高利息的
名义，向多位市民许下
诺言，如今这位大亨已
失联4个月，近百位市民
少则几万元，多则三百
多万元的借贷无处追
要。

许多被坑骗数额较
大的市民，都是年逾花
甲的退休人员，还有认
识王英二十多年的老朋
友。目前，泰山区及岱岳
区法院都受理了市民状
告王英的案子，王英仍
处于失联状态。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从去年王英显露出资金
紧张迹象后，一些借款人就开
始找王英兑现，但他以在北京
通县的木材生意需要照顾为
由，搬到通县一宾馆住宿后就
很少回泰安了。

王英公司原工作人员陈
先生说，王英经常拿给借款人
看的所谓古董、字画，大部分
都是假的，王英位于红门路
的古董门店，早已抵押给了
借款人孙先生夫妇，在他 7
月份失联后，闻讯而至的借
款人拿光了店里的所有东
西。在店门口，一位借款人
告诉记者，这座门店上下两
层有 6 0 0多平方米，房产证
已经抵押给孙先生，如果拍
卖可能价值1000万元左右，但
已被法院保全。透过店门记者
看到，店内空荡荡几乎没有一
件像样的东西。

记者从古董店旁边的店
铺老板处了解到，从夏天开
始，就不断有人到这家店找
王英讨要借款，但都无功而
返。

因为王英曾在泰山区红
门路和岱岳区的工厂两个地
点向市民借款，市民分别到
两 地 法 院 上 诉 ，据 孙 女 士
说 ，刚 得 知 王 英 失 联 消 息
时，大家都排着队去法院上
诉 。记 者 从 两 地 法 院 了 解
到，已经上诉的人数有三四
十人，随着知情人增加，可
能还会有受骗者出现。

记者从六份泰山区及岱
岳区法院借贷纠纷民事裁定
书中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就已
有多位受害者，提出对王英公
司及个人名下财产诉讼保全
申请。目前，王英泰山区、岱岳
区、济南市中区等多个地方的
房屋、土地、汽车都已被保全。

截至记者发稿时，王英仍
处于失联状态。

法院立案排了队

名下财产已查封

“凡人善举”评选继续进行，网友读者投票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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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光忘年交，三百多万只剩堆白条

“我大半生的积蓄就剩这几
张纸了。”6日，已经退休多年的
市民董先生拿出几张签名按手
印的借条，记者看到，这些借条
上的欠款总数额足有三百七十
七万之多，最多的一张竟有二百
万，不少借条上都标注着在今年
9月23日还清欠款。但董先生告
诉记者，打这些欠条的王英都失
联4个多月了。

在董先生从银行调取的打
款记录中，王英及妻子魏某的名
字反复出现。在今年7月25日王

英从北京一宾馆突然失联前，董
先生还心存希望认为王英能够
还上他的钱。

董先生口中的王英是新泰
人，原为泰山嘉木堂红木古典
家具有限公司老板。从学校辞
职下海的王英，曾干过走街串
巷卖小东西的生意，也自编自
卖过杂志，在被查处非法印制
出版物后，涉足古董生意。而董
先生原先从事过文物相关工
作，也正是古董牵线让两人相
识。做古董生意让王英发家，收

古董有拿不准的地方，王英就找
董先生掌眼，由于有着相同的兴
趣爱好，有着20多岁的年龄差距
的两人也算是忘年交，至今两人
已有20多年的友情了。

从2000年开始，做生意的过
程中，王英以融资等理由，向董
先生先后借走300多万元。董先
生告诉记者，自己以为生意人难
免有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王英
平时为人也仗义，再加上这么多
年的感情，利息也不低，自己才
敢把钱交到他的手里。

王英生意随着不断借贷中
成倍增长，借给他钱的人也越来
越多。“他之前在泰安市岱岳区
天平街道办事处开了一个工厂，
在红门路51号有一个古董店兼
办公室，抵押给别人借款，现在
都被人划走了。”董先生说，王
英生意辉煌的时候，店里摆着
四尊金佛和各种名人字画、古
董，他都在自己借钱的借条上
写“随用随取”，想抽回钱也只
需要提前说一声，这让王英的
名声越来越大。

买来劣质红木，谎称一吨三十万充门面

在王英生意壮大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到他的名
下，一是看中王英有各种固定
资产、古董的雄厚资本，二是王
英许诺的利息高达两分甚至三
分。

借给王英钱的大部分人对
他的突然失联没有预见，大家第
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这其中，超
过六十岁的老年人占了较大比
例。新泰市民张军(化名)手中还
留有120多万元的借条，本金90

万元，利息30万元。张军说，他和
王英认识6年多，钱一直在王英
手里放着，前几年取钱很容易，
所以他没想过把钱提走，只拿过
几次利息。

“我这四张借条都是分几次
写的，有二分利的，有三分的，算
下来年利率分别有15%、20%，最
高的有36%。”市民高力(化名)先
生说，他去年借给王英的钱，年
利率到了36%，但加上之前还没
取的钱，所有本息30多万元都没

有拿回。
知道王英跑路后，这些人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贪心不
足，太看重利息了”。和王某有借
贷关系的人中，不乏几年、十几
年老交情的熟人，还有给他打工
的老员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市民说，王英的公司基本没有自
己的资金来源，借助长线借款弥
补平时流动资金的办法，获取了
大量资金，吸收资金后买一部分
房产、古董、汽车等资产，用来做

抵押品再继续对外借款。
在外界看来，王英属于高端

人士，玩的都是只有不缺钱的人
才能玩得起的古董、文物。特别
是王英曾自称去越南购买了30
万元一吨的红木，总数3000多
吨。知情人称，王英确实去过越
南考察，但红木却是在福建买
的劣质产品，30万元一吨的价
格只是从越南打听来的，之前在
岱岳区的工厂存放，后来被债主
拉走了。

目前齐鲁晚报壹点客户
端、官方网站、微信、微博投
票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欢
迎广大网友、读者踊跃参与，
为您心中的山东十大凡人善
举投票。您可以直接登录壹
点APP或齐鲁晚报网，也可
以扫描二维码登录。

我们欢迎网友、读者通
过壹点、微博、微信等平台与
我们互动，就本次评选活动
发表您的看法。本报将综合
统计各个平台的投票情况，
最终评选出今年的山东十大
凡人善举，并于12月13日对
获奖者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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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给董先生写的200万的欠条。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扫描二维码或通过晚报微

博、微信投票

陈晓娅和爱心人士郑先生通过手机观看泗水孩子们的照片。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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