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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您是怎么认识现在的
妻子？有什么故事？

王琪：当地人说，你一个人怎么
生活。当时，我曾经看上了当地的一
个姑娘，但是不能见她。后来，村子里
的人又给我（另外）介绍。其实，她家里
很穷，弟弟妹妹都很小。但是，介绍的

人说，你一个人在这边，村子里的人不
帮助你咋办。所以就结了婚。（婚后，两
人抚育了4名孩子，但28岁的大儿子由
于疾病不幸离世，王琪也因为爱子治
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成都商报：54年了，您终于回到
家乡，以后准备怎么安排？

王琪：可以去印度也可以回国，
两边都行。

昨天，王琪一家并未回家祭扫，家
人称，先给老人理个发、泡泡澡，休息几
天再回去，毕竟他长期生活在咸阳，曾
经就读的高中和酒店只是一墙之隔。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咸阳摄影报道

干了啥？
——回国吃到第一餐是元宵
离开祖国50多年，王琪曾说最想吃家乡的手擀面。不

过回到祖国后，老人用的第一餐不是面条，而是象征着团
圆的元宵。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今天很难忘，说不
出有（多）高兴！”接过迎候人员特意准备的热腾腾的汤圆，
王琪难掩激动。

——元宵夜与家人团聚
11日18时许，王琪走出接机口，与前来相迎的亲人久

久相拥而泣。在他与家人合影留念时，仍紧紧握着两位兄
弟的手。

你知道手机“副号”吗？
他一夜被盗刷5万多元

一觉醒来，深圳男子何先生发现自己
的手机被锁定，京东账户遭陌生人盗刷。
随后何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曾经被一个
陌生号码接管。来自运营商的短信显示，
这是一项办理添加副号的业务，何先生的
手机号码被犯罪分子添加为副号。当副号
手机关机，所有短信都会被主号接收，犯
罪分子就是趁此期间接收何先生的短信
验证码，在其京东账户用白条消费和申请
贷款，一夜间洗劫了5万多元。

由运营商提供的一卡多号业务，在不
换手机、不换SIM卡的基础上，用户可以
增加最多3个真实手机作为副号。

主号只要编辑短信“KT手机号码”发
送给运营商，该手机号码会收到一条来自
运营商的确认短信，回复Y就会成为副
号。当副号关机时，电话和短信都会被主
号接管。

根据360安全中心调查，犯罪分子使
用的主号号码曾被多名用户举报，该手机
号向不同号码发起绑定副号的短信，以

“广撒网”的方式钓鱼。如果有人不慎回复
Y，就会上钩成为副号。

在何先生被盗刷的案例中，不法分子
的整个犯罪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对何先生
的京东账户和银行卡进行洗劫：

第一步，买料。犯罪分子在网上购买一
些机构和网站泄露的姓名、银行卡号、身份
证号和预留手机号，俗称为“四大件”。

第二步，钓鱼。犯罪分子向已经掌握
了银行卡信息的用户发起绑定副号的业
务申请，以广撒网的方式寻找作案对象。
在事发前的2月2日晚间，何先生刚刚从老
家湖南返回深圳，因为开了一天车，不排
除因为疲劳一时大意回复了短信。

第三步，强迫关机。智能手机云服务
普遍有应对手机丢失的“销毁资料”功能，
通过这个指令，可以迫使何先生的手机处
于关机状态。根据何先生事后查证，犯罪
分子在2月3日凌晨0点47分至1点14分之
间，每过5、6分钟就发出一次“销毁资料”
指令，这期间何先生的手机短信都会由犯
罪分子的主号接管。

第四步，空手套白狼。利用主号收到
的短信验证码，犯罪分子对何先生的京东
账户进行了疯狂洗劫。除了白条消费1000
元左右，还在京东金融金条账户贷款
52000元，转到中国银行卡以后，又实施转
账和无卡取款。

针对何先生手机被锁定关机的遭遇，
在接到各类短信通知后，一定要看清短信
内容，不可随意回复，对自己不熟悉的业
务应及时咨询客服。 据人民网、新华社

春节过后，人们又开始繁忙的工
作。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无论是
重新开工，开店创业还是扩大经营，都
少不了花钱的地方。如何解决新年后
资金紧缺难题，为全年工作打好基础？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主不妨拨打
028-86748844，或 直 接 去 个 贷 中 心
（位于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楼），
额度高、放款快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
贷到款，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
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无
需手续费，立即拨打028-86748844免
费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凭借每
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
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可
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大
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
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
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
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
样，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贷款品种包括信用、保单担保、动
产抵押、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
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一次办理，可反
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
也可拨打028-86748844申请汽车贷
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2.5小时贷到款，
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现推出贷款新
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周转，奔
驰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申
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中国式合伙人

个贷中心聚焦全国中心城市的发
展战略，正逐步在昆明、贵阳、泸州、重
庆、西安、深圳、广州等地建立集团分部。

个贷中心现开启中国式合伙人的
战略模式，欢迎各地有识之士加入，一
起在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
的价值，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热
线：028-86748844。

新年开工有“红包”
免费贷款找个贷

老兵王琪回家 亲述狱中生活

被抓后只说三个字

不知道

■当时，我曾经看上了当地的
一个姑娘，但是不能见她。

■村子里的人又给我（另外）介
绍。其实，她家里很穷，弟弟妹妹都
很小。但是，介绍的人说，你一个人
在这边，村子里的人不帮助你咋办。

■他们抓到我后，问我，你是做
什么的，部队里有多少人、驻扎在哪
个地方、配备什么样的武器。我的回
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没有让我干活，把我放进监
狱就不管了。

流落印度54年的老兵王琪带着儿子、儿媳、孙女和一个女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故乡。
昨日，王琪没有再像往常一样，5点起床，锻炼个把小时，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3天没怎么合

眼，今天偷了个懒。”很明显，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王琪的精神状态很好，不再是镜头前那个一脸严
肃的耄耋老人，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早晨9点，满桌的早餐已经备好。花卷、油条、包子、乾县锅盔……这些看似寻常的食物，但在王琪还有
家人们的眼中，却是稀缺之物。王琪站起来，面露微笑，用不太熟练的英语给儿子一家介绍食物的名字。

这位流落他乡54年的老人在印度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如何在丛林里走失？如何同时掌握了英语
和印地语？如何摸爬滚打，坚守着回家的夙愿？昨日早饭后，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老兵。

狱
中
生
活

成
婚
经
过

成都商报：您当时具体的工作内
容是什么？

王琪：当时我是工兵，负责修路、
修桥还有去掉路上的障碍之类的，好
让后面的部队顺利通过。

成都商报：既然是工兵，应该对
周围的环境熟悉。您是如何在中印
边境走失的？之后又有些什么样的
遭遇？

王琪：1963年1月1日，元旦放假
休息，我去外面转，走了很远，忘记了
回去的路。2号还在森林里，3号的时
候，听到了汽车的声音。因为战争已
经结束，所以便凑近去看，发现是印
度红十字会的。我请他们救我，把我

送到中国的红十字会。当时就想红十
字会是救人的，所以就上了车。但是，
他们没有那么做，而且怕我喊叫，把
我的嘴都绑起来了，不让说话。最后
把我拉到了（印度）军队的一个防区。

他们问我问题，我不回答。所以
把我送进了（旁遮普的）监狱。其实，
当时如果有个证件或者证明或许就
能被送回国了，但走失时什么东西都
没有带。

成都商报：您因为“间谍罪”被
捕，听您大哥王致远说，因为逼问，您
的腿被打出了问题，是不是这样？当
时他们都问了些什么？

王琪：他们抓到我后，问我，你是

做什么的，部队里有多少人、驻扎在
哪个地方、配备什么样的武器。我的
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他们曾经
给我强迫灌酒，好让我醉了说些东西
出来。但是，喝醉以后，我睡了一觉。
什么都没有回答。

成都商报：进监狱后，您有没有
被逼供？

王琪：你也知道，监狱都不好。但
是，没有让我干活，把我放进监狱就
不管了，每天就是吃饭、休息，只是
（住的地方）没有光线。吃完饭，就去
监狱的广场上待着，晚上再被关回去
了。大家都用手抓着吃饭，我一开始
不习惯，就用勺子。

喝醉睡了一觉 什么都没回答监狱

成都商报：印度军方为什么最后又
把您释放了？释放以后又是怎么生存下
来的，毕竟流落他乡、一无所有啊。

王琪：他们高级法院说，我已经
被关六七年了，就释放了。但是一个
官员说，你不能回国，也不能去其他
国家，你要留在印度。但是我不属于
印度，而且什么权利也没有，我说你
把我留在哪儿都行。他们就派警察
把我押送到中央邦附近的一个村子
（蒂罗迪村），是铁矿区。（蒂罗迪村
位于一个铁矿山附近，四周是湖泊

和森林，出去的路被封死，一片荒
凉 记者注）

一开始，我在当地的一家面粉厂
工作，最后，我给老板说，我要自己
做，所以就在村里买些粮食、油盐酱
醋之类的东西。当地人都不敢明着帮
助我，但是村里的人对我很好。

成都商报：您现在会说三种语
言，在那样的环境下，您是如何学会
英语和印地语的？

王琪：监狱里都说英语，出去了
都说印地语。在监狱的六七年里，（遇

到不懂的），我和警察、哨兵们坐在一
起，指着自己的胳膊、水杯、茶，然后
比划着手势问他们。而且，我跟当地
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学习了一个多
月的英语，但是在面粉厂打工的时
候，基本又忘掉了。出了监狱，都说印
地语，所以慢慢地就学会了。

在印度这些年，很多汉字都记不
起了。但是印度有很多中国人，开饭
馆的、修鞋的，牙医尤其多。只要见到
了中国人，我就和他们要中文的书
本，才慢慢记起来。

这些年，很多汉字都记不起了语言

成都商报：1986年，您怎么突然
就有机会给家里人写信了？

王琪：当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变好一些。两个国家之间可以信件往

来。所以，我去邮局给家里寄了信，寄
出去一个月后，才收到家里的信。见
到家里的来信，我哭了，更加想家，突
然感觉回家有了希望，而且家人知道

了我还活着。所以心里放心了，心里
只有两个字——回国。于是，向印度
政府还有咱们大使馆提出，赶紧落实
我回国。

心里只有两个字：回国家书

村里人介绍了一位姑娘婚姻

回国首日
见了谁？

——侄子侄女
经多方努力，2017年元宵节这天，王琪老人终于从

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于中午抵达北京，如愿回到祖国
怀抱。

作为家属接机代表，11日上午，王琪大侄子王建军和侄
女王小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这位阔别祖国54载的亲
人相聚。

——外交部官员
除了王琪的侄子、侄女，在首都机场迎接老人的还包

括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负责人、陕西省工作组成员。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陆旭还亲自为老人献上一束鲜

花，欢迎他回国。
——40余亲友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11日下午，王琪一行又乘坐飞机

飞抵老家咸阳。
11日晚，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王琪的40多位亲友手

捧花束，早早便赶到机场迎接他的归来，还有不少家乡的
邻居好友也赶来迎接王琪。

——老战友
王琪当年所在部队的排长王祖国老人也携妻儿及孙

女一同来到机场等候王琪。
王祖国为王琪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一本老兵情志

实录。
王祖国说，“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当年的战友并没

有忘记他，王琪现在能够健康安全回来，我们这些战友欢
迎他，五十多年的心病总算解了。”

花卷、油条、包子、乾县锅盔……这些看似寻常的早餐食
物，但在王琪眼中，却是稀缺之物

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
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的整治。

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
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
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
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
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

“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

“土皇帝”横行一方，违反党纪国
法，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
法、霸占资源……民众深恶痛绝。

“村霸”四恶：
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了解到，

有的“村霸”以宗族、金钱利益为纽
带，组成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
行为，有的甚至盘踞一地作恶长达
数十年而难以铲除。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
三局局长孙忠诚介绍，乱政、抗
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
型特征。

乱政——倚财仗势、干乱国
法、操纵选举。

据记者了解，此前被判刑的江
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
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
罪团伙，称霸一方。20余年来利用
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
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
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抗法——暴力抗法、对抗政
府、煽动滋事。

记者采访了解到，2016年底，

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
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
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当公安民
警阻止时，其倚仗人多势众进行对
抗，当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将司
机解救。

霸财——强拿强要、欺行霸
市、坐地纳贡。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河南
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
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

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
来，组成恶势力团伙，要求所有村
民结婚必须“上供”。曾有一村民未
照办，结婚当天竟收到了送到门口
的花圈。这名村主任还动用村里的
大喇叭对该村民进行辱骂。

行凶——横行乡里，违法犯
罪，残害无辜。

据记者调查，在广州某村有一

群“村霸”，从2008年起就在村里为
非作歹，敲诈在村内经营小店和生
活的人员，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旭认为，由于乡村法治资源相对
匮乏，监督疏漏多，一些最基层的
地方“权钱势”勾结，使个别村官和
社会混混异变为“村霸”。

“保护伞”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
有班子成员沦为“村霸”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
皇帝’现象背后往往牵涉上级政
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以及资金
管理等问题，许多不安定因素掺杂
在一起，治理难度很大。”北京大学
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

有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
护伞”。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
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
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
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
治理难度大。

还有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
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
基层组织弱化，甚至“两委”班子成
员沦为“村霸”。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方面，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
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
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使得纠纷
双方依靠身后势力大小解决，无形
中促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盛行。
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

“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为“村
霸”欺行霸市的爪牙，这都给治理

“村霸”增加了难度。 据新华社

新华社聚焦全国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行动

“土皇帝”背后都有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