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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自述：没有一次是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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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现场干了十来年，今年35
岁的丁伟师傅第一次在工地上用锄头
挖出一个铁疙瘩，“我看到有一点尖，
就用锄头勾出来了。”昨天上午11点左
右，丁师傅在成都地铁6号线施工现场
挖一个污水工作井时，在地下约2米深
的地方刨出一个铁疙瘩，“当时我还拿
到手上看了看，全是泥巴和铁锈，后来
周围人说是炸弹，赶紧报了警。”

当天上午11点半，成都市公安局
金牛分局曹家巷派出所接到报警，说
北门汽车站附近施工现场发现炸弹。
金牛警方迅速出警，到达事发地一环
路北四段102号地铁6号线施工现场。

曹家巷派出所副所长贺林透露，
“挖出来的是一枚迫击炮弹，目测约40
厘米长，直径在5厘米~7厘米左右。”
为排除安全隐患，金牛警方随后上报
上级部门相关科室，炮弹由专业人员
暂时放在警车上，随后转交给相关部
门。为避免炮弹摇晃，警方将炮弹放入
一个盒子中，周围放满了泥沙。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炮弹表面已
生锈，引信被破坏。据了解，炮弹重量
在2斤左右。昨天下午3点40分，宏达爆
破有限公司派专门人员来接收炮弹，
工作人员骆朝阳表示，“这是小型迫击
炮弹，此前在成都发现过类似炮弹，炮
弹出自抗战时期，有爆炸的危险，但危
害性不大。”对于炮弹的具体来源，骆
朝阳透露暂时不清楚。骆朝阳表示，即
将把炮弹送到专业仓库，下一步由相
关部门组织指挥集中销毁。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王勤

牙龈出血、牙齿缺失缺损、假牙不
适、牙不齐、蛀牙、牙痛等牙齿疾病困
扰市民。为关爱市民口腔健康，提高市
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爱心单位发
起“关爱口腔健康·种植牙专项援助”
活动。市民可拨打本报四川名医健康
热线028-69982575咨询详情。
参与详情：

“关爱口腔健康·种植牙专项援
助”活动，针对市民口腔疾病预防、日
常保健、牙病治疗发起，将为市民提供
免费的全套口腔检查、种植牙专项援
助，假牙可抵现金。本月11日（星期六）
种植牙援助专场，现场送多颗免费种
植牙、观看种牙手术全过程。
援助细则如下：

1.11日现场送多颗免费种植牙；
2.种植牙全场包干特惠价，充值

返现金1000元起；
3.假牙当现金花。有假牙的市民，

想做种植牙，均可抵300元；
4.免费全套口腔检查。涵盖免费

拍片检查、口腔内窥镜检查、牙周深度
检测、牙齿松动度检查、余留牙情况检
查等。

另，11日援助现场，种牙送电饭
煲、按摩仪、足浴器、豆芽机、储物罐等
礼品。
假牙弊端多，缺牙选种植牙

活动假牙美观度差、咀嚼功能弱、
异物感明显、使用寿命仅3~5年、易松
动甚至掉落。种植牙稳定牢固，美观舒
适，无损邻牙，无异物感，咀嚼功能强，
种植2颗/4颗能恢复半口/全口牙。如
何用假牙抵现金？可拨028-69982575
详细了解。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提醒：

种牙享援助
假牙可抵钱花

地铁6号线工地
挖出迫击炮弹

紧急转运！将销毁

▶多次碰瓷 没一次是自愿的

成都商报：为什么会去碰瓷？
小金：不是我要去，是爸爸妈

妈逼着我去的。我要是不去，他们
就要骂我，打我。这么多次碰瓷，我
没有一次是愿意的。

成都商报：那么多次跳车怕不
怕？有没有受伤过？

小金：我们碰瓷的三轮车，都
是机动三轮，跑得很快，所以非常
吓人，怕得不行，但他们逼着我，不
得不跳；每次跳车，总会擦伤划伤，
再轻也会把身上弄痛。今年8月20
日那次，我跳下去摔倒了，后脑勺
着地，颅骨骨折。

成都商报：骨折一直没治疗么？
小金：当天检查结果出来，医

生就让住院。可赔钱那个人刚走，
爸爸就非让我出院，然后在小诊所
输液花了两百多元。当时我痛得不
行，一直吐。现在虽然不痛不吐了，
但是如果睡硬枕头，还是会痛。

成都商报：后悔吗？
小金：从来都不是自愿的，每

次碰瓷后我心里都像针扎一样，内
心充满不安和愧疚。第一次碰瓷，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年近七十岁
的老人、残疾人，头发花白。父母碰
瓷的对象都是残疾人、老年人，都
是跟我家条件差不多的。但爸爸总
说，这世上只有我们才是穷人，别
人都有钱。

▶曾想举报父母，最后放弃

成都商报：爸爸妈妈谁最爱你？
小金：最爱？都没有吧，他们最

爱的是妹妹。我做错了事，他们当
然打我骂我；但是妹妹做错事，他
们同样打我骂我。

成都商报：家里生活怎么样？
小金：爸爸这两年什么都不

做，就是打牌，每天从早上打到晚
上；妈妈，在工厂上班，工资全部都
要交给爸爸。家里有时三四天吃顿
肉，有时候两三天吃顿肉，我不知
道这样的生活算不算好。

成都商报：爸爸妈妈这样做，
你觉得对吗？

小金：碰瓷吗？当然不对！头两
次碰瓷时，我一直想去派出所举报
他们。但他们毕竟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最后还是放弃了。今年8月那次摔
破颅骨后，他们奖励了我一个新手
机，我就更没想过要主动举报了。但
是，我知道他们迟早要被抓。

▶回家种田，可以养活我和奶奶

成都商报：你恨他们吗？
小金：谈不上恨，伤心的时候，

我会悄悄哭一下，过两天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把心里话跟别人讲过，
只是在11岁时，他们打骂我，不喜
欢我，喜欢妹妹，我在日记上写了
一次，这是唯一一次。

成都商报：为什么非要回老家？
小金：我们家有地，可以种粮

食种菜，可以养鸡养鸭，都能卖钱；
我还能上山挖草药、野菜，去田里摸
螺蛳、抓小龙虾卖钱，养活我和奶奶
应该没问题，大不了少吃肉多吃菜。
这世上，唯一爱我的就只有奶奶了，
她不会打我，不会骂我，我在老家自
由自在，很开心，那里才是我的天
堂。再说了，奶奶老了、病了，需要人
照顾。我爸爸不孝，没尽到责任，让
奶奶在乡下抬不起头，我可以弥补
奶奶的遗憾。

碰瓷:近20次
获利:1.3万元
对象:
老人、残疾人

14岁少年小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碰瓷的画面：三轮车开到一条路上，颠簸得很厉害，
爸爸拍拍他的肩膀说“快到了”，这是爸爸教给他的暗号，意思是此时必须跳车，“我犹豫了
一会，不敢跳，父亲脸色一变，恶狠狠地瞪着我，我眼睛一闭，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父母！带孩子跳车碰瓷，多达近20次，身上多处擦伤、颅骨骨折，还
是不肯放过！”10月28日，浙江宁波公安局福明派出所所长的朋友圈，让一则“狠心父母逼
儿子跳摔碰瓷”的新闻浮出水面，而当事一家四口均为四川宜宾人。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奔赴宜宾、台州、宁波三地调查，还原出这个家庭多次碰瓷的背
后真相，以及14岁少年的无奈心声……

每次碰瓷后
我心里都像针扎一样

““ 狠 心 父 母 逼 儿 子 假 摔 碰 瓷狠 心 父 母 逼 儿 子 假 摔 碰 瓷 ”” 调 查调 查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10月30日，警方将小金兄妹送回了临海的学
校。“他们的父母因涉嫌犯罪被刑拘，两个孩子的
照管问题让我们揪心。”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委托学
校照顾他们一个月。根据刑诉法规定，罗某勇夫
妻案子的走向，一个月内基本可见分晓。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小金所在的学校时，兄妹
俩刚吃过早饭不久。周末学校放假，所有孩子都
返家了，只有小金和妹妹留在学校。小金把自己
关在学校宿舍内打手机游戏，妹妹则独自在房间
发呆，偶尔跑过来轻轻推开哥哥的房门。

小金一家租住在距学校几百米远的一个小
村庄，这里聚集着数千名打工者。小金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两年，父亲一直没有上班，天天在附近
茶馆打牌。母亲刘某芬则在工厂上班，每月挣3000
多元，全部交给父亲。“我和妈妈每天凌晨5点多
起床，为省钱就不吃早饭。”小金说，他除了上学，
每天早上会骑电瓶车把妈妈送到工厂，下午放学
又去接妈妈。他还要比其他同学更早到学校，因
为他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在同学们赶到学校之
前，他要把当天早读的课文准备好，还要提前朗
读好几遍，以免在领读时出错。小金所在学校蒋

校长和班主任肖世龙均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
“小金从开学到现在，平时表现都不错。”肖世龙
说，小金的学习积极性高。

小金得知警方把自己和妹妹委托给学校照
顾一个月后，打算一个月后无论父母回不回来，
他都要回老家。“我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她
现在知道我爸爸在外诈骗钱财，我担心她受不
了。”小金说，回家一是可以照顾奶奶；二是读书
不收学费更省钱；三是可以远离父母，不再被迫
参与“碰瓷”，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文中小金、小兰均为化名）

小金的父亲——44岁的罗某勇，家在宜宾一
个偏远的小山村。当地绝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
工，罗某勇是家里的“幺儿”，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小金的奶奶唐泽芬已77岁，此前不慎跌倒致右臂
骨折，至今还缠着绷带。

罗某勇的哥哥罗洪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幺兄弟”从小就是个混混，没文化也没本事。按
农村习俗，父母本来是跟着罗某勇生活，但罗某
勇夫妻2004年起外出打工，谁也不知道他在外
干什么，也很少拿钱回家。“父亲几年前重病不

起，我们只好将父亲接过来照料，直到他去世。”
罗洪书抱怨说，母亲摔倒后欠着医药费，罗某勇
也不拿钱回家，老母亲的生活又只能由他照顾。
听到大儿子抱怨“幺儿”，唐泽芬不大乐意。“他
对我好，他过年回来拿了钱给我。”唐泽芬说，罗
某勇在外累得可怜，打工辛苦，对自己有孝心，
她不希望拖累小儿子。

73岁的罗宏尧既是罗某勇的堂哥，也是村
里的干部。听说罗某勇夫妻碰瓷被抓，罗宏尧直
摇头叹气，“两个娃儿可咋办？可怜啊！”罗宏尧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罗某勇从小就不听话，经常
给家里惹事，遇事也不讲理，还打伤过自己。但
得知罗某勇夫妻可能坐牢，他又显得非常焦虑，
摸黑去找村里开了证明，恳求成都商报记者带
给宁波警方。

老家的亲人和村组干部介绍，小金在爷爷去
世前，曾在老家念了两年书，跟爷爷奶奶生活在
一起。几年前爷爷去世，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不了
他，他才被父母接到了浙江台州。妹妹小兰出生
在台州，至今只回过两次老家。

根据老黄和陈师傅的讲述，警方初步判断
这家人有碰瓷诈骗嫌疑，并很快找到另一名受
害人：67岁的三轮司机老陈。警方很快查明，被
挡获的四人系一家人。男子罗某勇，44岁；妻子
刘某芬，39岁。夫妻俩是四川宜宾某县的农民，
小学文化，在浙江打工多年。“碰瓷”主角小金
是罗某勇的儿子，今年14岁，在紧邻宁波的台
州某学校读七年级；女儿小兰9岁，读小学三年
级。一家人暂住在台州临海的出租房，刘某芬
在临海某工厂打工，罗某勇则无固定职业。面
对警察，小金很快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他们
一家就是专门到宁波碰瓷讹钱的。“如果我不
出来碰瓷，他们就要打我。”小金的讲述让民警

们又惊又怒。
小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碰瓷”。那是

2016年8月下旬，学校快开学了，但家里似乎没
钱。父母商量好，让父亲带着小金和妹妹，在临海
汽车站寻找三轮司机下手，让小金在路上跳车讹
钱。“三轮车开到临海市唐里村的一条路上时，车
子颠簸得很厉害。爸爸拍拍我的肩膀说‘快到
了’。”小金说，这是出发前父亲教给他的暗号，意
思是他必须此时跳车。“我犹豫了一会，不敢跳，
父亲脸色一变，恶狠狠地瞪着我。”小金担心挨
打，眼睛一闭，鼓起勇气跳了下去。随后，父亲第
一次拿到了司机赔付的1000元现金。

此后不到半年，罗某勇夫妻经常带着小金兄

妹俩去碰瓷。今年3月，小金不堪忍受，偷拿了父
亲930元钱，独自坐车回到老家。他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自己在乡下和奶奶相依为命，没有打骂，没
有碰瓷，那段时间过得最开心。

好景不长。今年8月初，父母打电话给奶奶，
说小金该念初中了，必须回临海参加小升初考
试，还承诺不再打他，也不叫他去碰瓷。但回到临
海没多久，父母再次以家里没钱为由，让兄妹俩
出去碰瓷。今年8月20日，小金又被父母逼迫出门
碰瓷，这次父母拿到1000元，他却摔成骨折。“爸
爸妈妈说，颅骨骨折是个好机会，多做几次。”据
小金回忆和罗某勇夫妻交待，他们一家先后碰瓷
近20次，涉案金额13000多元。

10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福明派出所
破获一起碰瓷案件：警方挡获来自四川宜宾的一
家四口，碰瓷的主角是14岁少年小金。得知小金被
父母胁迫多次碰瓷、颅骨骨折未进行有效治疗，派
出所所长林烜在朋友圈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当天下午，宁波火车南站，一名40来岁的中
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坐上了残疾人
老黄的三轮车，目的地是宁波汽车东站。三轮车
行至新河路段时，妇女突然大声叫喊老黄停车。

此时，坐在后面的男孩双手捂头直喊痛，老黄有
点懵。“你车开得不好，我儿子头的被撞伤了。”妇
女对老黄说：“你必须带他去医院检查。”

老黄跑三轮多年，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因
为自己是残疾人，收入并不高，突然赔偿一笔医疗
费让他有些心痛，于是出于本能地猜测：“这家人
是不是敲竹杠？”老黄不动声色调转车头，将乘客
拉回宁波南站并报警。得知老黄报了警，妇女有些
急，打电话叫来一名40多岁的男子。男子自称是孩

子父亲，让老黄先送孩子去医院。
“怎么又是你们？”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双

方争执不下，围观者越来越多，同样身为残疾人
的三轮司机陈师傅突然认出，中年男子和孩子正
是20天前在自己车上被“碰伤”的那对父子。

听陈师傅一说，围观的三轮司机们将这家人
围住，准备交给警察。中年男子远远看到警察走
来，撒腿跑了。为查清情况，辖区福明派出所民警
将老黄和中年妇女母子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一次三轮车事故 牵出“碰瓷一家人”碰瓷

多次被逼出门碰瓷 孩子一度逃回老家反抗

老家在偏远小山村 父亲“从小就是个混混”家庭

兄妹俩暂委托学校照顾 他只想回老家陪奶奶……未来

对话
小金

对爸妈谈不上恨
伤心时

会悄悄哭一下

在地铁6号线工地挖出的迫击炮弹

小金的父母已被警方刑拘

父母被刑拘后，小金和妹妹暂时被委托给学校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