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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小黄的家境到底如何？网友们称其有
房有车，有网友反映邓女士开了一辆奥
迪，还有人说其家里经营着连锁餐饮店。
小黄的叔叔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他
只知道他们在武鸣有一套房。小黄的父亲
黄先生则称，他和邓女士已经离婚 5 年
多，邓女士虽然有一辆奥迪，但是是贷款
买来的，“做生意讲究一个脸面。”黄先生
说自己此前生意失败，在医院的时候，他
和前妻“真的拿不出钱来”。

但小黄的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发酵，24
日下午，邓女士通过水滴筹回应，在医院时

他们考虑卖车卖房筹钱救命，有个病人家
属建议通过平台筹款救急，无奈下通过水
滴筹发起筹款，得到很多好心人的爱心捐
助。她称，孩子康复后和平台沟通，“变卖家
产，72小时内如数退还筹款。”

小黄也通过QQ空间致歉：“对于昨
天上午在空间里对某些爱心人士出言不
逊，我真诚向你们表达歉意：‘对不起，我
错了’。”小黄称自己非常后悔，自责得到
帮助而不懂感恩，希望外界给她一次改过
自新的机会。目前，邓女士的手机始终无
法接通。

着迷考古
在考古队里当“临时工”

周学明最近一次捐献文物，是在 7 月 20
日，他事前已经给西昌市文管所打去了电话，
表示愿意无偿捐献自己收集的文物。

说起这次捐赠的原因，周学明笑着说，
“我是真心喜欢这些文物，虽然有点舍不
得，但是我觉得捐献给文管所，可以更好地
保护文物。”他表示，他家的房屋即将拆迁，
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保护这些文物有
些力不从心。因此，他想给这些文物找一个
好的归宿。

7月20日，原西昌市文管所所长、副研究
员张正宁，与西昌市文管所副所长姜先杰一
行，来到西郊乡长安村钟官坡，将周学明捐赠
的18件文物征集回西昌市文管所。经鉴定，其
中一套火葬陶罐十分珍贵，系出自大理国时
期的文物。

今年66岁的周学明是一名退伍军人，退
伍后在西昌的水泥厂工作。1970年左右，一次
偶然，他看见凉山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搞
发掘，“我当时看了大半天，就觉得很有意思，
完全着迷了。”

有一次，凉山州博物馆到钟官坡考古，需
要民工，周学明就给他们打杂，因为做事踏实
肯下力，后来凉山州博物馆、西昌文管部门有
事就经常请他去帮忙，成了一名“临时工”。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周学明跟随凉
山州博物馆黄承宗教授等开展地方文物调
查，也跟着考古队，参与了发掘西昌大石墓、
汉墓等，搬运古碑古砖，他也慢慢学到了不少
历史知识和考古知识。看到周学明好学，黄承

宗教授就经常指点他，还教他掌握了拓碑技
术。因这一技之长，博物馆请他去拓片，北京、
成都、大理、凉山的多家文管部门收集有他送
去的拓片，为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
博物馆）、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等
提供过拓片资料。

四川西昌泸山的地震碑林，是中国四大
碑林之一，上世纪80年代，周学明曾为凉山州
博物馆拓印西昌地震碑林上百通碑刻，“我还
记得在西昌泸山拓印地震碑林，一干就是半
个多月。”

收集文物
30余年捐献500余件给国家

因为热爱，周学明还痴迷于民间文物收
集。“我主要是在西昌及周边，收集一些散落
在民间的文物。”周学明说，如果是有价值的
文物，别人又不愿意给，他也愿意出钱买或
拿物品换。不过，收集民间文物，他并不是个
人收藏或卖钱，而是将这些文物都捐献给了
国家。

第一次捐赠文物在1986年12月20日，周
学明回忆，当时博物馆给了他几百元奖励，后
来他又花在收集文物上了。1989年，周学明将
收集的81件文物捐献给西昌市文管所，原西
昌市文管所所长张正宁是接收人。

这些年来，周学明痴迷收集文物，也曾
遭到妻子的反对。“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有
时卖米、借钱，都在搞文物收集，我一开始反
对，后来也支持了，也算是在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

三十多来，周学明向原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四川省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凉山州博物

馆、西昌市文管所等文物管理部门捐赠文物
500余件。周学明表示，“文物捐给国家是一个
很好的归宿，也可以发挥它们的价值。”

不求回报
“我们都很赞赏，也很感动”

西昌市文管所副所长姜先杰，也是周学
明28年的老朋友。姜先杰表示，从1990年刚
到西昌文管所参加工作时，就认识了周学明，

“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他这个人就
喜欢收集文物，完全是一种爱好，从不图钱、
不求回报。”

在业内，有人称周学明是西昌“民间考
古”第一人。“他参与多次考古发掘，具备一定
的考古专业知识。”姜先杰表示，周学明捐赠
的文物主要有石器、陶罐、碑文等，这些文物
年代跨度很大，“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26 日，周学明又从家里的角落里，找出
了几件文物，他幽默地说，“这是前两天才找
到的，都是些漏网之鱼。”姜先杰看了之后，
初步判断有东周时期的陶罐，还有清代的马
鞍、铠甲等。在听了姜先杰的介绍后，周学明
笑着说，“你们觉得有价值，都可以拿去，不
要钱！”

“这种保护文物、捐赠文物的行为，值得
鼓励和推崇，我们都很赞赏，也很感动。”姜先
杰介绍，针对7月20日的这次捐赠，西昌市文
管所将再次对周学明进行表彰奖励，“我们会
按照我国的《文物管理保护法》规定，给予他
一定的物质奖励。”

王仁刚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同一日期同一时间，广州、长沙、
海口、成都等地400余警力同时行动，
挡获犯罪团伙成员 156 人，查封主要
犯罪嫌疑人房产5处、扣押涉案车辆4
辆、冻结涉案资金4000余万元——今
年6 月，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破
获了全省首例特大金融交易诈骗团伙
系列案。

警方表示，该犯罪集团总共涉及
“期XX”、“XX策投”、“联X宝”、“大
X家”等4个投资平台，主要进行境外
股票指数期货、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
外衍生品2 类投资交易，均为我国境
内不允许交易的投资渠道，具有极高
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员对此类投资知
识匮乏，属特种领域的高智商犯罪。该
案中，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投资者
的知识盲区，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
饵实施诈骗活动。

投资28万不到半月亏损11万

去年12月底，温江公安接到受害
人周某报警称：其在 12 月上旬，通过

“期 XX”期货交易软件平台，先后拿
出28万余元进行股指期货投资，不到
半个月时间累计亏损11万余元，交易
明显异常。

接报后，温江警方先后梳理出全
市类似案件20余件，初查后认定该案
系新型通讯网络诈骗案，且涉案人员
多、受害人员广、涉案金额大。通过专
案组调查，历时 5 个月逐渐摸出了一
个以谢某某、刘某甲等14人为骨干成
员的跨多省多地、组织严密、层级分明
的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针对该团伙跨多省多地、人员分
散、重点人员奔波不定等实际情况，今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时，在成都市公安
局的统筹协调下，温江分局采取视频
连线实时调度、多警种合成实时研判
的形式，统一指挥派驻于广州、长沙、
海口、成都的400余名警力，开展同步
集中抓捕。经过3个小时的集中行动，
共抓获参与电信诈骗的9个涉案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156人，其中14名骨干
成员无一漏网。

非法所得逐级分成

2018 年 1 月至 5 月，专案组先后
数十次分赴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
地提取关键交易证据，通过对 200 余
个银行账户和受害人信息的交叉比
对，最终全面刻画出了以“期 XX”平
台实施违法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经查，2017年7月，犯罪嫌疑人刘
某甲、胡某某通过向经营“长沙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犯罪嫌疑人刘某乙
付费定制了“期XX”平台用于电信诈
骗。其中刘某甲负责该平台的运作管
理，刘某乙负责平台运营维护，胡某某
负责平台推广。

谢某某为“期 XX”平台一级代
理，通过开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形
式，雇用话务员、组织“讲师”在直播平
台诱导受害人使用“期XX”平台进行
投资实施诈骗，并直接管理下级代理，
诈骗非法所得逐级分成。

属特种领域的高智商犯罪

现已查明，该犯罪集团总共涉及
“期XX”、“XX策投”、“联X宝”、“大
X家”等4个投资平台，主要进行境外
股票指数期货、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
外衍生品2 类投资交易，均为我国境
内不允许交易的投资渠道，具有极高
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员对此类投资知
识匮乏，属特种领域的高智商犯罪。该
案中，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投资者
的知识盲区，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
饵实施诈骗活动。

目前，经逐一审查，谢某某、刘某
甲、刘某乙等14名骨干成员对其利用

“期XX”等平台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其他涉案人员对其引诱投
资人使用“期 XX”等平台，逐级分成
获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还在
进一步侦查中。截至今年7月25日，共
有 94 名犯罪嫌疑人被温江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批准逮捕，59名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取保候审，3 人因情节显著轻
微予以释放。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苟月攀

图由警方提供

温江警方破获全省首例特
大金融交易诈骗团伙系列
案，挡获犯罪嫌疑人156名

西昌六旬老人热爱考古、收集民间文物

从“临时工”到“周考古”：
30余年他捐献500余件文物给国家

获捐25万余元遭质疑，受助者辱骂网友后道歉

当事人母亲：
愿退回善款

筹款平台：已将房、车列为发起筹款的必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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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筹款方的水滴筹，是如何通过邓女士的筹款
申请的？平台对筹款信息有没有尽到审核义务？26日
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水滴筹的一名工作人员，
对此，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回复。

在水滴筹发给成都商报记者的回复中称，水滴筹
会在案例发起、传播及提现的环节中，通过初审、复
审、第三方审核等多种手段来对用户提交的求助信
息、身份信息、诊断信息等相关信息，持续动态审核其
真实性与合理性。包括：1、筹款项目发起后，水滴筹会
对患者提交的筹款说明及身份信息、病情信息、收款
人信息（必须为患者或患者直系亲属）等相关的求助
信息，进行审核。2、在筹款过程中，水滴筹会通过筹款
人的好友证实、举报、评论等社交信息，以及舆论信息
监控系统收集全网数据，对筹款项目的风险进行综合
评估。此外，还会与医院、家属等进行多方核实。3、筹
款结束，筹款人申请提现后，水滴筹会对提现申请进
行审核，并对提现申请进行24小时的公示。公示期间
无异议，水滴筹才会打款。4、打款后，水滴筹会继续要
求筹款人更新治疗进展和钱款用途。面向所有用户的
举报通道仍然保持开通，水滴筹还会通过舆论信息系
统实时关注全网相关信息。

针对此事，26日凌晨，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
司（水滴筹运营方）发表官方声明，称广西南宁某女士
筹款救女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平台方高度重视。
声明表示，水滴筹已于25日下午派出工作人员抵达
当地，对相关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并督促该用户
兑现退款承诺，平台收到款项后将第一时间全部原路
退还爱心捐款用户。

同时，这份声明也表示，7月20日起，水滴筹已将
“房产、车辆信息登记”升级为患者发起筹款必须提供
的基础求助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因病毒感染，在四川传媒学院读大二的南宁女生小黄于6月30日高烧入院，其
母邓女士在“水滴筹”筹款平台发起筹款，11天后，提现25万余元。

然而，这起看似普通的筹款事件，却陷入了一起“骗捐”舆论漩涡：提款11天后，
有网友发帖指责该筹款为“欺诈事件”，称小黄家里有车有房有店。对此，小黄在QQ
空间发布多条动态：“家里住的房就算几百万关你什么事？”

经媒体报道后，近日，邓女士表态，将变卖家产退还善款，小黄也对自己的言论
做出道歉。筹款平台水滴筹则表示，已经将房、车信息列为审核条件。

“我们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即
使不富裕，但是很幸福，然而所有的一切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改变了。”2018年
6月30日，小黄因高烧40度入院，本以为
只是小毛病，却在 3 天后被下病危通知
书，住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检查为
病毒感染，但病因不明。

在邓女士此前发布在水滴筹上的筹
款链接上，她写道：治疗期间，小黄一度停
止呼吸。前期治疗中，小黄的医药费用了三
万元，住进 ICU 后，每天费用在 2~2.5 万

元，治疗起码需要30万元，为此她和女儿
的爸爸夜夜失眠。随后，经其他病人的家属
提议，邓女士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筹款信
息中她写道：“医药费至今没有着落，希望
大家可以帮帮我的女儿。”

通过朋友圈、QQ 空间转发，南宁武
鸣区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老乡们很快
就看到了这条消息，各路爱心人士施以援
手。经过 2210 次转发、9253 次捐款，邓女
士为女儿筹到 252621 元，并于 7 月 11 日
全部提现。

7月23日，邓女士通过水滴筹感谢各
位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好心人的爱心和
捐款，并表示小黄已于7月19日出院，医
生建议回家静养。这是各种筹款平台中很
常见的救助事件，通常会在此时画上句
号，但几天后的一则帖子，却在网上掀起
了波澜。

“武鸣老乡过来了解一下，关于水滴
筹欺诈事件。”7月22日晚上，一名网友在
武鸣当地网络社区发帖质疑，帖子中，这
名网友称筹款人家境殷实，有房有店，而
且开的好车。

“我妈能挣钱关你什么事？家里住的
房就算几百万关你什么事？”小黄则通过

QQ 空间的几条动态回应，言辞中，她使
用了若干脏话，网友称此“颠覆三观”“人
心险恶”。

发该帖子的楼主称，起因是某个了解
小黄家境的人，看不惯她家的做法，在社
交软件上当面指责，之后就有了空间上的
几条动态。楼主为此还说：“这样的钱拿了
都没感到良心不安，你家的XXXX（餐饮
店）我哪里还敢去吃？”

“难道平台就没有错？”但也有网
友回复，此事不应只谴责当事人：“去
银行打个征信报告，打个流水，去房管
局打个房产证明，一上午就搞定的事，
有多难？”

重病
入院

筹到25万余元

面对
质疑

当事人网络空间爆粗

表达
歉意

“对不起，我错了”

水滴筹：
派出人员调查
督促兑现承诺

在西昌市西郊乡长安村钟官坡，有一位
远近闻名的六旬老翁，很多村民叫不出他的
名字，但是都称他为“周考古”。

实际上，他叫周学明，一位地道的农民，
今年已经66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偶然
遇见凉山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考古，遂与
文物结缘。后来，他跟随着考古人员，到凉山
州各县市开展地方文物调查，学到了很多文
物考古知识，并掌握了娴熟的拓片技术。

因为热爱，周学明还痴迷于民间文物收集，
并且将这些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1986年，他
第一次捐献27件文物给四川省博物馆（现为四
川博物院），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先后捐献
500余件文物给国家级、省级、州市的文物管理
部门，为了鼓励他保护文物、捐献文物的行为，
文物部门给予了一定的奖励。

7月20日，周学明再次将收集的18件文
物捐献给西昌市文物管理所（以下简称文管
所），经过考古人员鉴定，其中一套大理国时
期的火葬陶罐十分珍贵。

通过直播平台
诱导使用产品

26日，周学明又从家里找出几件文物

警方挡获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