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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别人的车、路边拍豪车、
借用网络上的豪车图，一名无业
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经营微信
朋友圈两年，自称是外籍富商的
之子，加了近1000多名女性微信
好友后，却经常以车没油、撞车
等理由向其他女子借钱。

记者注意到，男子仅仅今
年5-8月就有7.8万余元微信转
账入账；而在警方挡获前，男子
正在等待其朋友圈中的女性给
他打20万元。

菜市偶遇“外籍富二代”
女子转去2万后男子失联

在陆续向一名自称“李亚
星”的富少转账2万余元后，成都
的刘女士（化名）却联系不上对
方了，感觉被骗后，她报了警。

刘女士回忆，她和该男子
是在今年7月初认识，当天她在
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偶然遇
到一名买菜的男子在吃力地讲
价，“刘女士告诉我们，这名男
子当时不会说四川话，普通话
也说得有些蹩脚”，刘女士随后
上前帮该男子沟通。事后，两人
互相加了微信。

之后的聊天中，男子自称
“李亚星”，是外籍富商的儿子，
父母则在成都做房地产生意；
刘女士还注意到，“李亚星”常
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豪车的图片
或视频。此后，男子又约过刘女
士出去玩。

“两个人交往的时间大概
也就三五天的样子。”武侯公安
分局簇锦派出所民警介绍，没
几天男子便以自己的法拉利汽
车发生车祸，自己受伤为由，向
刘女士要钱。“‘李亚星’告诉刘
女士，他不想让父母知道，因而
才找刘女士借钱。”联想到“李
亚星”的“富少”身份，刘女士
分几次向其转账共计2万余元。

不过之后，刘女士再想联
系“李亚星”的时候却发现，对
方联系不上了。

用豪车图片伪装“富二代”
两年交往近千名女性

经摸排走访，警方在8月31
日将该男子抓获。经调查，“李
亚星”是该男子使用的假名，其
也不是外籍富商之子，“男子姓
王，是外地来蓉人员，没有工
作。”王某交代，自己伪装“富二
代”的身份，以认识或者耍朋友
的名义和陌生女性加微信好
友。在聊天中男子自称“星少”，
并发布各类豪车、豪华大餐的
图片或视频。

警方发现，王某1000多名
微信好友中，有80%是女性。民
警介绍，王某自2015年开始，
就在自己朋友圈中上传各种
豪车的照片，“有法拉利啊、奔
驰、兰博基尼等。”民警介绍，

“其实豪车都和他没有关系”，
王某朋友圈中的豪车有借来
的，有时候是在路边偷拍别人
的车，甚至是从网络上下载的
图片。

王某有时会开着豪车带微
信中的女性好友出游，甚至在
与刘女士交往的过程中他还为
刘女士买过一条项链，“不过王
某声称身上没钱，还是刘女士
出的钱。”在取得女性信任后，
王某便开始以手机没钱、车要
加油等方式向女方要钱。

记者注意到，男子仅仅今
年5-8月就有7.8万元微信转账
入账；而在警方挡获前，男子正
在等待其朋友圈中的女性给他
打20万元。“目前已经查实有10
名女性受骗，涉案金额约30
万。”警方表示，目前王某因涉
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从明天开始，成都商报买够网将
再度携手著名鞋企双星名人，在买够
网生活馆举行双星健步鞋（秋款）直
销特卖会。根据上半年的火爆销售以
及市民的好口碑，这次双星工厂头批
准备了3000双新款健步鞋在买够网
生活馆进行直销，特卖价1双168元，
两双300元。

和春款健步鞋相比，秋季新款
“飞织网面”健步鞋采用国际流行的
高弹飞织鞋技术，更耐穿、更舒适、更
时尚、更护脚，不论是日常穿着，还是
遛弯逛街、外出旅游都非常舒适。

新款健步鞋 热线咨询火爆

昨日，买够网将举行新款健步鞋
特卖的消息见报后，引起了市民朋友
的普遍关注，咨询热线86626666一直
响个不停。买够网客服田超介绍，咨
询者中除了有中老年人想给自己和
老伴购买，还有许多年轻人想买双健
步鞋送给父母。

“今年上半年就看你们在卖双星
健步鞋，当时没有买，不过住在同个
小区的几个朋友都来买了，听他们
说，穿上非常舒服。”家住贝森路的付

阿姨在热线中表示，下个月，她和老
伴要外出旅游，要爬黄山，肯定需要
一双好穿舒适的鞋子，所以这周末她
准备来特卖会买两双，方便出去耍。

“我老爸的脚骨变大了，很难买
到合适的鞋子。”家住双桥子附近的
市民张小姐说，她在网上搜寻过老年
鞋，从二三十元到几百元都有，“各种
牌子看得眼花缭乱，也不晓得选哪
双。还是你们特卖会我比较放心，卖
的是大品牌健步鞋，到时候来给老爸
老妈买两双。”

新款健步鞋 更舒适更护脚

“我们这款健步鞋是专门针对中
老年人脚掌变宽、拇指易外翻等特点
定制的鞋子。”双星名人健步鞋的厂家
代表介绍，今年的秋季新款“飞织网
面”健步鞋采用的是国际流行的高弹
飞织鞋面技术。飞织是指用纱线织物
通过电脑编程，设计出鞋面纹路，然后
连同整个鞋面，一起编织而成的技术，
这是在“赤足化”的概念上研发而成。
采用这种技术制作的健步鞋，就好像
是脚上的第二层皮肤一样，轻薄透气
会呼吸，中老年人穿上后清爽不捂脚，

走路轻便不累脚。不仅如此，秋季新款
健步鞋还增加了减震、防滑功能，让中
老年人穿上更舒适，走路更安全。

人到了老年后，脚是非常容易变
形的。而对于已经脚部变形，并且更
加怕滑怕摔倒的老年人来说，一双合
适的鞋子显得更加重要。双星名人作
为一家有着多年制鞋经验的大型企
业，拥有140多条鞋类生产线，产品多
达1000多个品种，畅销国内外。其针
对中老年人脚型推出的健步鞋更是
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厂家直销
168元/双 买两双更优惠

大家都知道，在商场里质量好点
的鞋子价格都非常贵，何况老年人节
俭惯了，总是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好
鞋。本次直销特卖会，双星名人鞋业
作为专注老人鞋生产多年的厂家，特
意给成都市民带来好福利，超值低价
168元/双，买两双只要300元。

本次特卖的健步鞋，男款女款鞋
码都很齐全，男款鞋码从39~45，女款
鞋码从35~40。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
买够网生活馆门店试穿选购。（余兰）

9月16日至17日（本周六、周日），
西泠拍卖将赴成都公开征集拍品，地
点在成都城市名人酒店11楼天府厅
（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122号-124
号）。征集范围包括：中国书画、中外
名人信札手稿、古籍碑帖、名家篆刻
及印石、珍品田黄、历代名砚、文房瓷
杂、青铜器（有来源证明）、明清家具、
中国历代钱币、摄影及电影艺术、名
家漫画插图连环画。每日9：30至17：
30，征集现场顺序安排，无需预约，详
询0571-87812580。

西泠绍兴拍卖及西泠网拍同步
征集拍品。西泠印社（绍兴）二〇一七
年秋季拍卖会预展是10月12日至13
日，拍卖时间为10月14日至15日。

宏阔春拍兮甲盘天价成交
成交价2.1275亿

秉承百年西泠印社金石文脉，
2017西泠春拍以总成交额13.04亿，总
成交率87.5%荣耀收官！国之重器、存

世唯一的南宋宫廷旧藏西周青铜·兮
甲盘最终以2.1275亿成交，一举创下
古董艺术品中国境内成交纪录！国内
外数百家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彰显中
国艺术市场永续恒久的实力和西泠拍
卖品牌强大的影响力！春拍各大专场
喜获超高人气、超高成交率、超高溢价
率创多项拍卖纪录。

西泠拍卖揽获
“青花奖”等业内九项大奖

在8月19日闭幕的第二届中国文
物艺术品拍卖排行榜（青花奖）颁奖典
礼上，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凭籍优
异成绩数度登台，几近包揽所有重要
奖项，成为获得奖项最多的企业：不仅
荣膺2016年度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排
行榜“年度市场规模奖”、“年度创收
奖”、“年度创税奖”、“年度产业奖”、

“年度结算能力奖”、“年度盈利能力
奖”、“年度公益捐赠奖”、“年度区域领
先奖”，并蝉联“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

2016年度十佳企业”。

重视地域文脉
四川文化艺术地位突出

此次西泠拍卖来到四川征集藏
品，看重的是川蜀文化源远流长，名
人文豪竞相辈出，群星璀璨，在全国
占有重要地位。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
最具传奇色彩，绘画、书法、篆刻、诗
词无所不通，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
被誉为“东方之笔”。黄宾虹、傅抱石、
陆俨少等山水画大家和川蜀有着深
厚的情结，其艺术生涯的高峰都在游
历川蜀时期形成。春拍特别推出的

“归杭——黄宾虹金石书画艺术作品
专场”，黄宾虹《秋山策杖图·篆书七
言联书画一堂》以1495万元成交。还
有文化巨人郭沫若、学术大师谢无
量、文坛泰斗巴金为川文化发扬光大
的杰出代表。春拍推出的巴金《随想
录》名篇《怀念萧珊》完整最初稿以
80.5万元成交。

广告

相认现场
“过了这么多代，终于联系上了”

“过了这么多代，我们终于又联系
上了……”站在自家老屋前，李从兴拨
通了李志生的电话，简短的沉默，然后
声音颤抖，两个人聊起祖先的往事，聊
起现在的生活，情绪激动，又难以言说。

电话中，一个普通话，一个四川
话，中间夹着着地方方言，互相听起来
都有些吃力，但沟通，就这样亲切而温
暖地重新开始，从祖辈算起，一脉宗亲
已是两百年后的重逢。

两人互论字辈，李志生该叫李从兴
爷爷。族谱显示，从祖辈李守安迁居四
川，到李从兴已经是第六代。当时，李守
安、李守富兄弟一同迁居四川，分别落
户现遂宁市蓬溪县明月、常乐两镇。

李从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家
的几间老屋早已没有人住了，但他舍
不得拆，也舍不得卖，他说这是源头，
是根。88岁的李从兴从小住在这栋老
房子，祖辈在明月镇做盐生意，一时人
丁兴旺，其时在明月镇留下两处大院。
李从兴说，从湖北迁居来的祖辈，正是
从这里开枝散叶的。莲花村一组组长
李端全与李从兴是一房人，李端全介
绍，明月镇一脉李姓居住都很集中，目
前全部居住在莲花村一组，总共47户，
157人。多年来，又陆续有李姓宗亲迁居
成都、重庆等地。

根据族谱查询，成都商报记者随
后又赶往蓬溪县常乐镇中桥村，找到
了从映山村迁居四川的李守富的后人
李从海，至此，李志生的寻亲正式告一
段落。

寻亲历程
咨询数百人 驱车上千里

200多年过来，迁居蓬溪的李氏后
人早已对祖辈的往事记忆模糊，明月
镇、常乐镇两支李姓后人在2001年时
新修族谱，只记载了“湖北麻城孝感”
这个地方。

李从兴介绍，他小时候见过祖上
留下的族谱，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族
谱搞丢了。四川省历史学会中华姓氏
文化学分会会长王成介绍，在“湖广
填四川”的路线上，“麻城孝感”应该是
一个中转站。

而在湖北映山村，整个村子面临
搬迁，老人们为了记住源流祖训，准
备重修族谱，这时候，他们特别希望
把迁居四川的两位祖先一脉的后人
都收录进去，然后便有了一场急切的
寻亲之旅。

8月24日下午17时31分，一位网名
为“大好石材工具”为网名在天涯论坛
上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帖子：寻找失
落的乡情。成都商报记者随即联系上
发帖人，核实情况后，在9月1日对李志
生等人寻亲一事报道，经成都商报独
家报道后，连日来，数百人致电询问，
有不少人自称是来自湖北，但地点、辈
分与李志生家人对不上。

9月3日，成都商报记者根据线索，
驱车六百里前往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
大庄村，却最终不能确认当地李姓祖
辈从映山村而出。随后，成都商报记者
通过多种手段，查找四川李氏，先后驱
车前往眉山、资阳、西昌等地探寻，最
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李守安、李守
富分别于乾隆年间戊戌年和乾隆戊辰
年间迁至蓬溪县。

9月13日，成都商报记者再次驱车

前往蓬溪县明月镇、常乐镇，通过比对
家谱和李志生电话确认等，最终确定
了李从兴、李从海就是当年从映山村
迁出李守安、李守富的后人，和李志生
同属一支宗亲。

一叙乡愁
双方都在商议互相走访认亲

突然找到了两百年前离别的宗
亲，李从兴格外兴奋，他说过两天要去
绵阳跟90岁的哥哥李鸿俊商量，看能
否组织去湖北认亲。

9月13日中午，确认映山村迁居四
川的李氏后人后，李志生的心里难以
平静，下午就组织村里人开会商议到
四川认亲。

“踏尽红尘，何处是吾乡？乡愁是
无法割舍的，我相信，远在四川的亲人
们可能也有感受。”李志生说，一开始，
村里长辈很希望能在村子消失之前，
找到四川的李姓亲人。李志生说，非常
感谢成都商报，让他们离别两百多年
的李氏宗亲得以重逢。李志生说，映山
村和明月镇虽相隔千里，但一脉相承
的宗亲关系，距离一下子就近了，村里
商议，将在国庆节前后到四川蓬溪走
访认亲。“我会把族谱和村子的照片带
上，请他们看看祖辈们生活的小村庄，
这里，一直是我们的故乡。”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蒋麟 摄影报道

“飞织网面”更耐穿、更舒适、更时尚、更护脚

新款双星健步鞋明起开卖
特卖会在买够网生活馆举行，1双168元，两双300元

买够网生活馆
双星健步鞋（秋款）特卖会
时间：2017年9月15日（周五）~17日（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7、37、
62、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驾前往，有停车位。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028-87533742

广告

本周末
西泠拍卖成都公开征集

“四川的宗亲啊，
老家人终于找到你们了”

经本报牵线，雅安汉源和遂宁蓬溪的李氏族人终得重逢
“富二代”交往近千名女性

却常跟她们借钱
4个月便有近8万元入账

“过了这么多代，我们终于又联
系上了……”9月13日中午，站在自
家老屋前，李从兴拨通了李志生的
电话，电话这头，是四川省遂宁市蓬
溪县明月镇莲花村，另一头，是湖北
省鄂州市燕矶镇映山村。电话中，两
人声音颤抖，一叙百年乡愁。

族谱显示，200多年前的乾隆年
间，湖北鄂州燕矶镇映山村迁居来
川的李守安、李守富兄弟分别落户
蓬溪县明月、常乐两镇。时代变迁，
两边亲人早已失去联系……如今，
映山村即将搬迁，李氏家族将重修
族谱，映山村村民李志生受全村人
委托，希望找到两百年前迁居四川
的两位祖辈后人。

9月1日，成都商报独家报道了
《清代迁四川 今朝在何方 族谱将重
修 待亲还故乡》，一时间，数百李姓
读者致电询问。几经打探，从雅安汉
源，到遂宁蓬溪，成都商报记者历时
半月，终于帮助两边的宗亲联系上
了。一段漫长的离别，终于得以重逢。

88岁的李从海说，这明月镇李家就是从这几间老屋开枝散叶的

读者提供的李家族谱

清代迁四川 今朝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