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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馅饼的事，不
少人都不会相信。可这种

“奇葩”的事，偏偏让达州渠
县的一位服装店老板遇上
了。13日中午，一位素不
相识的中年女子走进店内，
在没有购买服装的前提下，
将厚厚一叠现金塞进一条
在售的裤子内便离开了，还
叮嘱该店老板张先生：一定
要将钱转交给姓顾的营业
员。奇怪的是，顾姓营业员
和送钱女子也不相识，且双
方并无经济往来。“钱是真
钱，但我们不敢收。”事发
后，张先生立即报了警，并
将这一叠现金交到派出
所。一周过去了，当地警方
仍在寻找送钱者的下落。

怪事：
陌生女子送来一叠现金

“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始终
没想通是咋回事。”虽然事情已过
去一周，但提及陌生女子送钱一
事，张先生仍然记忆犹新。张先
生告诉记者，13日中午，一位衣
着朴素的中年女子，揣着厚厚一
叠现金走进了他的服装店，在确
定店内有一个姓顾的营业员
后，她便将现金折叠，塞进一条
在售的裤子，然后径直离开了。

“她走之前叮嘱我，让我一

定要把钱交给姓顾的那个营业
员，我以为她是来还债的，也没
多想。”张先生介绍，当时，顾姓
营业员去吃午饭了，他在店内代
班。营业员顾女士回来后，听说
这事顿时就懵了：她根本不认识
这位送钱过来的中年女子，甚至
连对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两人
之间也从来没有经济往来。

“这个人 12 号曾到店里来
过，和我聊过天，她问过我姓什
么，我就随口告诉她了。”顾女
士回忆，她当时以为对方是进
店买服装的，所以陪着随便聊
了几句，此后双方便再也没有
往来。至于对方为何要给她送
来厚厚一叠现金，顾女士也是
百思不得其解。

报警：
这叠现金竟多达9000元

“收到钱以后，我们一直忐

忑不安，也曾怀疑过这叠现金
是否有问题。”张先生称，经过
检验，他们发现这些现金都是
真钱，而且全都是百元大钞。
两人仔细清点了一下，整整
9000 元。“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事，虽然钱是真钱，但我们不敢
收。”张先生和顾女士经过一番
商议，决定立即报警。

随 后 ，由 张 先 生 带 着 这
9000元现金，到渠县城区的城
南派出所报了案，并接受了询
问笔录。“送钱的这个人衣着朴
素，看起来并不富裕，对于她来
说，9000元可能是一笔巨款。”
张先生回忆，为防止对方在用
这笔钱办事时找错了人，他多
次叮嘱警方帮忙寻找对方的下
落，以免耽误了对方办事。

“第二天，我在街上步行
时，无意中遇到了那个送钱来
的中年女子。”张先生称，本以

为这下可以将事情解决，但当
张先生走上前去时，这位正在
和一名老太婆聊天的女子，立
即扭头就走，并坚称张先生“认
错人了”。情急之下，张先生打
开手机摄像头，拍下了唯一的
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紧接
着，对方跑着离开现场，张先生
一路猛追也没能追上。

寻找：
一周过去仍未找到下落

“接警后，我们曾专门调取
了当天的路面监控录像，还到
周边地段进行了走访调查，但
都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渠
县城区城南派出所的民警介
绍，事发服装店周围的人行道
都被树木遮挡了，他们并未从
监控录像中找到线索，而后来
的实地走访调查同样也毫无进
展。目前，他们仍在继续寻找
送钱者的下落。

“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我
忙着去追人家，没记住和她在
一起聊天的老太婆长什么样，
有点遗憾。”张先生说，事发后，
他也曾多次上街寻找线索，同
时也希望能够通过当时邂逅的
这位老太婆找到线索。然而，
一周过去了，寻找送钱者下落
的事依然没有进展。一直在服
装店内上班的顾女士，同样也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渠县民间有‘舍财免灾’
的迷信说法，但一般的做法是，
在路上丢 10 元、20 元的零钱，

不可能将这么大一笔钱送给素
不相识的人。”民警分析说，因
目前尚未找到送钱者的相关线
索，警方目前还不能排除这
9000 元现金背后是否存在违
法行为的嫌疑，也不知道送钱
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接下
来，他们将加大排查力度，力争
早日解开谜团。

律师说法：
财物来历不明提倡报警

“对于来历不明的财物，我
们提倡报警，因为这可以避免
侵犯法律的风险。”四川杰可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冯骏介绍，我
国《刑法》第270条对这种情况
有相关规定。本案中，若张先
生或顾女士将陌生人送来的
9000元占为己有，则有触犯刑
法的风险——有可能构成“侵
占罪”。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
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
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5000
至20000元以上），拒不交还的
行为。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
巨大（1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需
要说明的是，本罪需被害人告
诉才处理，被害人自愿不告诉
的，刑法不予处理。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业

日前，广元市公安局利州
区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刘书宏
等人在处警时，遭遇嫌疑人围
攻、抓扯、踢打。其中，一名女
性嫌疑人还冒充“孕妇”，无中
生有，高呼“警察打人”，不断激
化矛盾。民警一直保持克制和
冷静，始终做到打不还手、骂不
还口。最终，刘书宏身体受伤
并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多处软
组织受伤、红肿，轻微脑震荡。”

目前，嫌疑人权某、陈某涉
嫌暴力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罪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出警 用身体隔开打架双方

11 月 5 日 15 时许，利州区

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接110传
警，称广元东城市场后门有人
打架。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
刘书宏等三人立即驾车前往处
置。在现场，民警发现一男一
女正在合伙殴打一名年轻小伙
子。经询问，双方是因停车问
题发生纠纷并引发打架，一男
一女系夫妻关系。

民警遂上前制止，并告知自
己是东坝派出所民警，要求双方
停止打斗。但双方根本不听，且
夫妻双方的亲友团队人数越来
越多，年轻小伙子势单力薄。为
控制事态升级，其他两位民警迅
速将围观他人劝离，而刘书宏则
直接站到了打架双方中间，试图
用身体把打架双方隔开。

这时，年轻小伙子躲到民
警身后，停止了回击。不过，夫
妻双方反而变得更加变本加
厉、气势汹汹，夫妻二人的拳头
和抓扯落在了民警身上。

冒充孕妇 高呼“警察打人”

其间，刘书宏的脸上被该妇
女多次扇耳光，身体也被多次脚
踢。无奈之下，民警遂紧紧控制
住那位妇女，准备强行将其带
离。岂料，该妇女见状，马上高
呼，“我是孕妇，警察打人哟。”

一听这话，围观的群众马上
将矛头指向民警，“警察执法哪
能打人呢？”见围观的群众越来
越多，被该妇女无中生有的假话
所迷惑，不断指责民警。为尽快

平息事态，民警只好主动放弃该
妇女，拨打110，请求支援。

几分钟后，支援民警赶到，
迅速控制住了事态，参与打架
的两位男子分别被带到了派出
所。而作为嫌疑人的那位中年
妇女，则趁机逃离现场。

经查，参与涉嫌妨碍执行
公务的犯罪嫌疑人陈某，男，33
岁，利州区人。而逃离现场的
中年妇女，系陈某的妻子，姓
权，31岁，利州区人。

妨碍公务 夫妻双双遭刑拘

事发后，利州区公安分局
局长杨晓林当即指令政工、刑
侦、治安等部门联合开展调查，
坚决维护民警合法权益，严厉

打击妨碍公务嫌疑人的嚣张气
焰。当天，陈某即被刑事拘留。

11月6日，事发第二天，经
过连夜加班进行大量调查取证，
另一位涉嫌妨碍执行公务的嫌疑
人权谋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权谋交代，自己根本没有
怀孕，冒充孕妇的目的，是为了
博取同情。同时，也根本没有
警察殴打自己，无中生有，是为
了转移群众注意力。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权
某因涉嫌暴力阻碍国家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罪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季军先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刘彦谷

华西城市读本讯（冯春宏
记者 陈俊君 摄影报道）11月18
日，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举
行公开退赃大会。在现场，顺庆
公安分局为49名受害群众发放
追回的 48 部手机、11 辆汽车、

12辆电动车、18万余元现金以
及价值5万余元的电脑、首饰等
财物，价值约300万元。

今年以来，顺庆公安针对
入室盗窃、盗窃机动车、盗窃车
内财物、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
罪开展专项行动，相继侦破“某
通讯”手机店被盗案(被盗新手
机 29 部)，何某保险柜被盗案
(被盗现金7万余元)，林某涉嫌
挪用资金案(挪用8万余元)，刘
某、何某等人系列盗窃车内财
物案(作案五六十起)等一批“盗
抢骗”犯罪案件，保障顺庆区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曾
业）近日，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
地赶到达州市达川区亭子派出
所值班室，要求值班民警帮忙
开具一张“我是孩子爷爷”的奇
葩证明，了解情况并遭到派出
所拒绝之后，该男子还在派出
所内大闹，最终被警方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值班民警耐心询问得知，
醉酒男子叫向某，家住达川区
亭子镇天井村。事发之前，向
某去亭子镇中心小学接孙子放
学回家，老师发现向某喝醉了
酒，便不让他接走孩子。随后，
向某就急匆匆地跑到派出所，

要求民警开具一张证明，证明
他是“孩子爷爷”，以便他拿着
证明去学校接孩子。民警无法
开具奇葩证明，告诉向某，等酒
醒后再去学校。

不久后，民警在前往亭子
镇堰塘街进行警务活动时，发
现一个“酒疯子”正在街上闹
事，引起数十群众围观。民警
走进人群发现，该“酒疯子”正
是向某。随即，民警将向某带
回派出所醒酒，并准备联系向
某家人将其接走。

孰料，向某到了派出所后，
便手舞足蹈地大吵大闹，并用身
体推搡冲撞民警，还对民警进行

语言威胁。无奈之下，民警用警
用约束带将向某约束在值班室
的椅子上，而向某却将椅子拖到
派出所门口的不锈钢伸缩门处，
用脚猛地将不锈钢伸缩门蹬坏，
导致派出所无法正常工作。

为防止向某继续滋事，民警
果断采取措施将其控制，并派专
人进行守护观察。然而，向某的
情绪仍十分激动，一直持续了4
个多小时，才逐渐稳定下来。

当向某醒酒之后，民警为
他播放了他大闹派出所的监控
录像。看到自己醉酒大闹派出
所的情景，向某特别羞愧，并对
自己醉酒滋事的行为后悔不已。

飞来横财？陌生女子送来9000元现金
渠县一服装店遇怪事，警方仍在寻找送钱者下落

红圈内的女子为送钱者
（受访者供图）

广元一女子冒充孕妇 妨碍公务遭刑拘

陌生女子将 9000 元送给
了这位姓顾的女士（图据网络）

醉酒男子大闹派出所被拘留 顺庆公安举行退赃大会
追回群众财物300余万元

退赃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