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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匡衡为了夜晚读书凿破墙壁
借邻居家的灯光，后来勤学的匡衡成为大文
学家。一时“凿壁偷光”引为美谈。如今，成都
付家碾村也有一个人凿破墙壁：一面墙上，
三处洞痕，大小不一。

和匡衡不一样，这人却是为了“凿壁偷
奶”：看中了别人放在仓库里的食品，他15日
凌晨带工具凿破红砖墙壁，撕开铁皮壁门，
盗走多箱牛奶后逃走。目前金牛警方已经介
入调查，案件正在调查中。

一天内三凿墙壁
两次失败后第三次翻入盗物

来到付家碾村一组115号仓库驻守两个
来月，门卫老王第一次遇到怪事。

由多个仓库构成的115号，原本红砖结
构的仓库坚不可破，唯一进出口就是大门。7
月16日凌晨，靠近一条沟渠的其中一个仓
库，被活生生凿出3个洞：一面墙上、三处洞
痕、大小不一，都在一天几小时内完成——
为的是闯进去盗物。

7月1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该仓库
门卫的带领下来到被砸破的墙壁处。这面墙
所在的小道紧邻一条沟渠，周围有杂草掩
盖，很是隐蔽。走进小道不远，就有一个小
洞，已经凿破红砖结构可以看到仓库内的物
品，“因为凿进去是堆满的食品，贼娃子就放
弃了。”门卫推测，再往里走上几米，又是一
个凿破的洞，明显比第一个洞更大些：约25
厘米宽、10厘米高，成年人伸手进去完全没
有问题，“里面是铁的罐头之类，贼娃子也没
有继续挖。”再往前走10米不到，就是一个约
45厘米宽、50厘米高的大洞，成年人勉强可
以爬入。

事实上，盗贼也是从此洞进入仓库——
“贼娃子进去以后，绕到仓库左边，又撕开了
铁皮壁，钻进去偷牛奶。”门卫手指所指，是一
个约40厘米宽、90厘米高的被撕开铁皮的痕
迹。盗贼钻进去后盗走多箱牛奶，顺便带上仓
库里的10多箱调料品逃走，“走的时候因为太
多拿不到了，在洞外都还留了3箱牛奶。”

商家损失上千元
买来铁丝网补救

盗贼的作案时间，门卫推测是7月16日
凌晨2点以后，当时的付家碾村一带正在下
雨，狂风大作。“雨一直下到凌晨3点过，停下
来后凌晨5点又开始下。”门卫推测，凌晨5点
时自己起床开灯，“可能这时候把盗贼吓跑
了。”而发现物品被盗是16日大白天，商家照
例巡查时发现后才报警。

7月16日下午，在仓库里，受损的两位商
家正在清点货物。“可能被盗走10多箱调料
品，损失几千元钱。”该商家透露。

目前，商家已经紧急买回铁丝网准备补
救。警方已经介入，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摄影记者 王红强是家里的”顶梁柱“

小薇家在青白江区农村，2014年中专毕业
后，她先自己开网店，后又去西安朋友开的西餐
厅帮忙，去年回到成都，在家搞起了直播。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自己捣鼓各种乐
器，直播可以一边玩儿一边赚钱，挺好的。”
对于24岁的小薇来说，直播的兴起，无疑为
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有1万多粉
丝，每场直播平均在线一两千人，每月收入
三四千元，最多时甚至破万元。”

今年3月，一位直播同行介绍小薇去上
海签约。“当时对方说只要成为这家公司旗
下的主播，公司将对主播进行一系列培训、
包装和宣传，打造明星主播。”小薇说，尽管
家人朋友都不支持她去上海，她还是决定去
试一试。“我想挣更多的钱。”小薇并不避讳
自己的真实想法。据小薇介绍，几年前，爸爸
离家后就常年不归；妈妈又身患癌症，需要
大笔钱治病，家里还有个8岁妹妹要读书，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没仔细看合同条款

3月20日，在青白江的家中，小薇正式使
用公司给她注册的账号在新平台进行直播。

“4月10日发3月的收入，领了1739元。”小薇
对此收入还蛮满意。4月下旬，公司又给了她

一个账号，在另外一个新平台上直播。
五一节刚过，公司催促小薇去上海补签合

同。小薇说，当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名主播到
了上海，公司给她们举行了有导演参加的欢迎
晚宴。5月4日晚，小薇等人与该公司签订了《本
主播合同》及《保密协议》。“当时很晚了，公司
一直催促大家签合同。”小薇等人回忆说，她们
只在第一页签了个人信息、第二页填了合同时
间（2017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最后一
页写下名字，按下手印，其他几页内容根本没
有细看，自己手里也没有合同。

5月10日再次发工资，小薇只领到了646
元。“并没有对主播进行培训、包装和宣传，这
待遇也太低了，都不能养活我自己。”5月13日，
小薇在网上向公司相关负责人抱怨，并提出了
想辞职的想法，但双方未达成一致。

签合同容易想走人难

小薇万万没想到，签合同容易，想走人
却很困难。6月1日，该公司委托律师将小薇
告到了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
小薇因单方面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50万元、
违反保密义务支付违约金3万元、赔偿律师
费2万元。

7月13日，此案在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开
庭。在起诉状中，该公司代理人称，小薇作为
网络主播在原告运营的平台上进行音频、视

频直播活动，双方签订合同期限为两年。5月
13日，小薇在未取得原告书面同意的前提
下，单方通知原告，其不再继续履行双方签
订的《本主播合同》的义务，不再继续在原告
平台上直播。该公司代理人称，经多次沟通，
小薇仍拒绝履行合同，从5月14日开始便停
止在原告平台上直播，同时在第三方平台上
进行直播活动，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保
密协议》，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小薇及代理人对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说
法提出了异议。小薇认为，她当时只是提出
辞职的想法，是跟公司进行协商，并没有单
方面解除合同，且7月5日她还使用公司注册
的账号直播过，此后账号被公司冻结。对于
50万元的“天价违约金”，小薇的代理人认
为，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不能超过损失的
30%，本案中原告没有实际产生损失，且被告
从原告处近两个月时间领取的报酬总共才
2385元，原告提出的50万元违约金明显过高。
小薇的代理人同时认为，禁止劳动者在公司
任职期间同时在与其所在公司有业务竞争的
公司兼职属于竞业禁止，而不是保密义务，本
合同中未约定竞业禁止经济补偿金，且原告
也未实际支付该补偿金，因此以违反保密义
务为由索赔3万元违约金无依据。

当天庭审结束后，法院宣布休庭，择日
再判。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夏季来了，也迎来雨季，老房子的低
楼层房间内更加憋闷潮湿；早起天气还算
凉爽，一些老风湿骨病患者本想出去遛
弯，可发沉的双腿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刚
挪几下，就听关节嘎嘎响，更别提外出遛
弯、下蹲如厕；这几天成都迎来了高温天
气，气温一跃飙到了34度，即便再热，老人
也不敢打开空调，生怕凉气引起关节会刺
骨的疼痛。若出现此类症状的老年朋友
们，可以拨打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进行咨询。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二》提到，老风湿骨
病是风、寒、湿趁人体虚弱时入侵，引发关节
骨骼的红肿疼痛僵硬，还会诱发风心病、肺
心病、系统病变等疾病。中医认为老风湿骨
病的病因在于五脏的亏虚，脾气虚脾湿重，
气血不足，关节肿胀；肾虚不养骨，而肾阳不
足不能温煦肢体，就给了寒邪在体内四处撒
野的机会。

关节炎、风湿、类风湿患者想要过个
惬意的夏天，好难！贴膏药很难直达病灶，
长年吃药片刺激脾胃，病情反反复复也只
是缓解一时的痛苦，做手术动辄十多万
元，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缓解老风湿病关节红肿疼痛僵硬等症
状，建议应先以平和补肾为主，老年朋友可
拨 打 成 都 商 报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具体了解。

关节红肿疼痛僵硬
老风湿骨病患者

如何度过惬意夏季？

接到电话：“你身份证被冒用，涉嫌洗钱、贩毒”

被骗530余万元
警方接警后迅速立案，目前正在调查

凿壁偷光美名扬
凿壁偷奶好丢脸

向公司提辞职遭遇“天价违约金”

被索赔55万元

“不要告诉你的
家人，不要让任
何人知道。”电话
那头，一个自称
是上海民警的男
人告诉周丽（化
名），她的身份证
被冒用，名下数
百万资产涉及洗
钱和贩毒，需要
尽快汇款做财产
公证，摆脱罪名。

掉
入
圈
套

几个月前，成都
90后女主播小
薇（化名）跟上海
一家文化公司签
了两年的合同，
不过，两个月后，
嫌待遇低的小薇
便向公司提出辞
职。对此，公司认
为小薇单方面解
除合同，依据合
同向她索赔50
万元的违约金。

“当时我被吓到
了，没想到是骗子。”在
成都商报记者的面前，
44岁的周丽数度哽
咽。被骗几天以来，她
食欲全无，常常躲在卧
室里痛哭，哪怕全家人
都赶来安慰她。20多
年辛苦打拼建立起的
殷实家庭，仅仅两天化
为泡影。成都商报记者
先后拨打了让周丽受
骗的4个手机号码，均
无法接通。

昨日下午，成都商
报记者从负责处理周
丽被电信诈骗一案的
派出所民警处获悉，自
12日接警以后，他们已
经迅速立案，因为涉及
数额较大，也上报了区
公安分局，目前该案正
在调查中。

7月10日，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周丽和家
人一起到青白江走亲戚。下午1点半左右，
周丽的手机响了，对方自称工商银行信用
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身份证被人
冒用了，名下信用卡欠款1万余元，需要尽
快联系“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解决相
关财务问题。

“工商银行”的电话让周丽将信将疑，因
为她回忆，自己从未遗失过身份证。就在周
丽准备联系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的时
候，她的手机又响了。“这次，对方声称自己

是‘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警官雷兵’，专
门负责调查我的财务问题。”周丽说，“雷
兵”声称警方已经抓捕了用她身份证冒办
行用卡的人，并告诉她，经过警方调查，发
现她名下的财产有洗钱和贩毒的可能性，
共涉及260余万元。

“我们现在把拘捕令传真给你，你尽快
去接收。”自称叫雷兵的人告诉周丽，因为洗
钱和贩毒涉及的数额巨大，有坐牢15至20年
的可能。“雷兵”还告诉周丽，“不要告诉你的
家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需要在宾馆开

个房间与我们交流，打电话也需要戴耳机。”
挂掉电话，周丽整个人都吓蒙了，她赶紧找
了一家打印店接收了“拘捕令”，并塞给打印
店店员5块钱，告诉店员“不要传出去”。

周丽拿着“拘捕令”，看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拘捕令 冻
结管制命令”的标题，并附有她的姓名、身份
证号以及一张照片。发文单位写的是“上海
市人民检察院”，并盖有“公章”。“我想到我
要坐20年牢，出来就60多岁了。”周丽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看到“拘捕令”，她便相信了。

对方称有可能坐牢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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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检察官”轮番上阵
7月11日上午，周丽接到“拘捕令”的第

二天，按照“雷兵”的要求，她到自家附近一
宾馆开好房间。下午1点刚过，周丽又接到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电话，一名自称“检
察官叶国新”的女性告诉她：“你必须在下午
5点之前赶到‘北京公证处’，对自己名下的
财产进行公证。”

周丽无法在下午5点之前从成都赶到北京，

于是就问“叶国新”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公
证。“检察官叶国新”告诉周丽：“不用到北京也
可以，你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打到我们检察官的
账户里，也可以公证。”

于是周丽赶紧找齐所有的银行卡，将定
期转为活期，分15次，向9个“检察官”的账户
打款共530余万元。因为每次打款涉及的数
额都不小，银行专门有工作人员陪同周丽打

款，并提醒她注意财物安全，而她告诉工作
人员，打款的理由是“付货款”。

“第一天下午没打完，银行下班了，12日
上午还打了几次，一共530余万元，其中有
200万是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的。”在周丽的家
里，那15张汇款单还摆在饭厅的桌上，每笔
20至50万左右。周丽说，那准备给女儿买房
的200万，大部分是借款。

20多年积累的财富成泡影倾
家
荡
产

7月12日，将530余万全部打给“检察官”
后，周丽的手机铃声又响了，一名自称“最高
检察官曹文杰”的人告诉周丽，还需要再交
260万元的保证金，才能完成财产公证。

“我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所以就去找我的
妹妹借钱。”为了凑齐260万，周丽将自己的妹
妹叫到家中，并告诉了妹妹自己两天来的经
历。“被骗了！”这时候，周丽的妹妹反应了过
来。12日下午，一家人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0多年前，周丽和丈夫还在一家加工厂
打工，在工厂将要倒闭之时，她和丈夫与几
位朋友合资将厂盘下，现在她也是厂子的合
伙人之一。打拼20多年辛苦打拼积累起的财
富，仅仅两天，化为泡影。

周丽被诈骗后，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安慰
她。而周丽则整日躲在卧室中，寝食难安，以泪
洗面。“只有我妈妈来家里的时候，我吃了点
饭，但是整个事情没有告诉妈妈，怕她受不

了。”周丽说，买给女儿买婚房需要的钱准备好
了，女儿和未婚夫的婚礼也提上日程，原本在
她的心里，已经开始勾勒抱孙子的幸福生活。

昨日下午，负责处理周丽被电信诈骗一
案的当地派出所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
12日接警以后，他们已经迅速立案，因为涉
及数额较大，也上报了区公安分局，目前该
案正在调查处理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周丽（化名）很懊悔

仓库墙外凿开的洞

假的“拘捕令”

女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