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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多次受损，车主安装监控拍摄一个月
100G视频作证，“划车”男子已被警方抓获车

库
这是一场持续一个月的暗

战。陈先生下定决心，抓不到
“划车”男子绝不罢休。

一切源于一次车辆被划。
今年3月份，陈先生停放在地
下车库的越野车和刚刚购入的
面包车被人为划伤了。而这不
是爱车第一次“受伤”，在这之
前就曾被泼过油漆，放过气。

陈先生忍无可忍了！他从
网上购买了两个微型摄像头，
安置在了车位前后方的隐蔽
位置，开启了追查暗战。一个
月后，100G视频，“划车”男
子露面。画面中，男子数次下
手，放气、扎胎、划车、留下威
胁字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警方获悉，警方已经接到陈
先生的报案和提交的证据视
频，并于昨晚已将“划车”男子
抓获。

西昌警方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案

防癌、治百病？40多位老人“被套路”
一场讲座之后，药膏、手套、

鸡蛋、大米等廉价小礼品，作为
奖励发送给了听讲座的老年人；

一场讲座之后，进价几十元
的“保健品”，却以翻倍的价格卖
给了老年人；

一场讲座之后，一千余元的
电子科技产品摇身一变，竟以
8900元的高价卖给老人……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获
悉，该局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
案，警方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目前，4
人已被西昌公安依法刑事拘留。

日前，一家名为“祥之田”的日
用品店在西昌市健康一环路，悄无
声息地开张了。

开张之初，为了吸引老年顾
客，老板黄某与招聘的两名员工
纷纷走上街头，利用散发传单的
方式，扩大知名度。但效果并不理
想，两名员工也纷纷辞了职。黄某
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单纯地散
发传单，行不通，必须要给点“甜
头”才能吸引老年人。于是，黄某
改变策略，重新招聘了邹某、杨
某、付某三人，并准备好相应小礼
品后，开始在老年人汇集的地方
散发传单。

那段时间，包括黄某在内，一

大早便专门守在菜市场等老年人
较多的场所，进行宣传、散发传单，
吸引老年人来店内听课，参加该店
组织的活动。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针
对老年人。我们对来店里的老年人
先讲课，然后再带他们做健康操。”
犯罪嫌疑人黄某交代，“我们讲课
的内容主要是健康之类的知识，然
后慢慢再把我们所卖产品的内容
讲解给这些老年人听，让老年人购
买我们的产品。”

在散发完传单后，黄某等人便
给前来听课的老年人宣传，“帮我
们给你们身边的人也宣传一下，要
是你们带一个人来听课，我们就给

你们发东西。带两个人来听课，就
再次发东西。总之，你们带来的人
越多，发的东西越多。”

就这样，黄某的“祥之田”越来
越有名气，前来听课的老年人也越
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会有多达两
三百人前来听课。

黄某说，“我们每天分为四次
讲课。第一场为早上六点半到七
点左右；第二场从七点四十到八
点四十左右；第三场从九点到十
点；第四场从下午两点半至三点
半左右。”

那段时日，在这四个不同的
时间段，“祥之田”的门槛都快被
人踏破了。

开设“健康讲座”发放小礼品吸引老年人

杨某交代，老年人来“祥之田”
参加活动时，店内有人专门给老年
人开讲座，宣传产品的功效是如何
如何的好。“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
对老年人特别关心，关注他们的心
情，嘱咐他们注意身体健康。顺便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带他们唱歌跳
舞，让他们高兴。如果有讲师的时
候，就让他们听听讲座，如果没有
讲师，就放视频给他们看，之后介
绍我们产品的功效。”

杨某口中的“产品”，则是黄某
从重庆某日用品公司进的货。这些
货包括：亚麻油、蜂蜜、罗汉果、保
暖衣、床上用品、净水机、空气净化
器、高潜能电子产品等。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被黄某等人称之为“保
健品”的产品，并没有经过国家权
威机构的鉴定。

在黄某等人的口中，这些所谓
的“保健品”，功效被虚假夸大。比
如，保暖衣能够治疗便秘、失眠、前
列腺炎、腰椎疼痛，电子产品能够
防止癌细胞增生、延年益寿等。

付某交代，“我们通过每天给
老年人讲授健康知识，赢得老年人
的认同。然后再通过抹黑正规医疗
机构，让老年人对正规医疗机构等
产生失望、消极的态度。在做好这
些铺垫工作后，通过日复一日的宣
讲，逐渐取得老年人信任。然后我
们会通过大会集体授课宣传我们
销售的产品。”

为了让老年人更加信任，黄某

等人在前期的时候，会挑选一些老
年人试用自己的“保健品”，并且通
过每天不断的宣讲和心理暗示，让
老年人更加相信产品功效。同时，
也会安排一些老年人现身讲解“保
健品”确实有效，从而更大程度让
其他老年人认可这些产品。

黄某说，“我平时也会发点东西
给老年人，利用老年人贪小便宜的心
理，拉拢人心。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相
信我们的讲座和产品了。这时候，我
就会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单独购买
产品价格贵，高达上千元。现在以团
购的价格卖给他们，价格便宜后，购
买产品的老年人就有很多。”

一瓶进价 22 元的蜂蜜，在经
过一场讲座之后，售价高达 40 元
一瓶；一千余元的电子科技产品，
卖给老人售价竟然高达 8900 元。
这些产品中，大多并不具备黄某等
人所宣讲的保健功能，甚至连产品
功效说明书都不具备。但经过黄某
等人的虚假宣传，精心坑骗，陆续
有四十来位老年人不幸中招。

今年4月下旬，警方将黄某等四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起涉案金额高
达20余万元的保健品案宣布告破。

目前，黄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
在此，西昌公安呼吁，生活再忙，也请
多给老年人一些关怀一些爱。同时，
老年人需要购买保健品，一定要到正
规医药店，最好能有子女相伴。

周晓军 杨晓虹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警方供图

利用签到卡、会员证 诱导老年人持续参加活动
黄某身为“祥之田”的老板，

与员工邹某、杨某、付某分工明
确，“我负责经营进货、开设讲座、
推销产品，员工负责教老年人跳
舞、唱歌、打扫卫生、注意老年人
安全。”

而“祥之田”的三名员工中，邹
某每天负责给前来听课的老年人
签到盖章；付某负责收钱，带老年
人做操跳舞；杨某负责维持秩序，
倒水打杂等。

邹某交代，“签到卡的作用就
是看老年人到我们店里来了多少
次，根据签到的次数，我们按照天
数多少，发给老年人一些小礼品。
签到不满一个月的，在 26 天左右

的，就会发他们一些药膏、手套，签
到满一个月的，就发给他们围裙、
口罩、水果等小礼品。简单来说，就
是用盖章的方式来监督老年人们
持续参加活动。”

除了签到卡，黄某等人还会为
前来听课的老年人发放一种名叫

“锗石”的石头。在黄某口中，这种
名叫“锗石”的石头，佩戴在身上能
够治疗腰椎、脊椎疼痛。所以，利用
这个“锗石”的吸引力，“祥之田”的
顾客络绎不绝。

“最先开始，老年人每天来听
课就能得到一颗‘锗石’，听满一
个月的老年人就会得到一串‘锗
石’手链或项链。而且，每介绍一

个人来听课，就能多得两颗‘锗
石’。”邹某说，“后面就没送‘锗
石’了，开始用签到卡盖章，盖章
数满一定数量后会有相对应的小
礼品。若是老年人有事还能请假，
没有请假并且不够盖章数的则不
送任何东西。”

若是在“祥之田”内购买了产
品的老年人，还能拥有一张会员
证。这些“会员证”，能让老年人领
取更多的小礼品。

“买的东西越贵，领的东西越
多。买一般的‘亚麻油’等产品，只
能送鸡蛋、手套，但是你要是买了
高昂的电子产品，就能送米和油。”
黄某说。

利用老年人“贪便宜”心理
诱骗老人高价购买保健品

陈先生居住在成都新都区
万科双水岸小区，这是一个入
住已10年的小区。小区车辆连
年增多，当初的车位配备有些
跟不上了。地面地下，一些没有
画线的车位，在不影响通行的
情况下，开始停放起车辆。

陈先生的爱车就停放在
地下车库内一段没有车位标
线的位置上，“没有画线，也不
是私人车位，相当于是一个公
共位置，车位紧张的情况下，
大家都可以停放，物业对此是
允许的。”

最先是半年前。陈先生停
放在此的一辆越野车被人泼上
了油漆，“那次有好多车都遭
了，也出动了警察，但不知道是
谁。”中途有过两个月的间隙。
今年 3 月份，陈先生的爱车再
次“受伤”，“被划了几道”。

“还被放气。”陈先生介绍，
那段时间他新购了一辆面包
车，就停放在越野车旁，同样是
在未画线位置上。“两个车子，
有好几次开出去就没气了，还
有一次是带着娃娃在高速上才
发现问题，一看就是被人扎
的。”陈先生对此很是气愤，“万
一出了安全事故呢！”

除了自己的车，一询问，一
旁的车主也有反映车辆被划的
情况。陈先生觉得奇怪——被
划的车都集中在其停放的那块
位置，“肯定是有人故意的。”

战
》气愤
两辆车接连被划
轮胎被放气

暗
1 》追查

网购微型摄像头
悄悄对准车辆2
车辆遭受伤害，一些停放

在此位置的其他车辆渐渐挪了
位置。但陈先生没有挪车的想
法。“必须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陈先生下定决心，找不到“划
车”男子决不罢休。

一段长久之战就此打响。
陈先生从网上购买了两个

微型摄像头，连接上充电宝，放
在了车库的两处隐蔽位置，一
处位置较高，“在一个隐蔽夹层
里”，拍摄车辆的前方，另一处
在车位侧后方位置，放置在一
自行车上。陈先生介绍，开始行
动时自己向物业做了报备。

调节好角度和画面后，摄
像头开始了工作。陈先生则随
时留意着设备的情况。一下班
就直奔车库，将画面拷贝到电
脑中，回到家开始仔细浏览，寻
找“划车”男子。

“那段时间，晚上基本就是
这件事，视频很大，又很长，一看
就是几个小时。”陈先生介绍，而
幸运的是，摄像头安装不久，就
有了收获，“一个男的在车子旁
边转悠，然后下了手，划了车”，
根据画面，陈先生在车身上果然
找出了新出现的划痕。

获得画面后，陈先生计划
随即交给警方，不过单单一次
下手或许并不能将划车男子怎
样，在咨询律师朋友后，陈先生
决定，再继续暗中观察，收集更
多证据。

》诱饵
50万的车做诱饵
拍下100G视频3

搜集证据的过程中，陈先生将
自己 50 余万的越野车当成了诱
饵，供“划车”男子下手，只偶尔开
动一下，“表示这个车并不是长久
没人开的闲置车。”同时，平常使
用较多的面包车也依旧选择停放
在越野车旁边。

果然，“划车”男子再次出现
了，一次、两次、三次……这名男
子多次出现在画面里。画面中，男
子慢慢接近车辆，先环顾四周，接
着伸手作案，蹲下扎轮胎，起身刮
车身，有时还会在车上留下字条。

“字条主要是说我停车的那
个位置不能停，是公共区域，但是
这里并不是不能停车。”陈先生
说。对此说法，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小区车位不足，在不影响通行
情况下，不反对业主停放。

监控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画
面中男子十余次出现在陈先生
的车辆前。陈先生提供的照片显
示，其留在现场的越野车四周
均留下了数道划痕，面包车车
身四面也留下了划痕。“另外，
面包车的几个轮胎都被扎过，
越野车也一样，单换轮胎就换
了好多次。”

从陈先生提供的车辆定损信
息来看，两辆车损失超过万元，

“这些肯定是需要他（当事男子）
来承担的。”

记者从陈先生存储的视频来
看，一个月下来，两个摄像设备记
录下的视频多达百余G。

》暗战
放气、扎胎、划车
“你再放还要划”4

9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
看了陈先生拍下的部分视频。在一段4
月 23 日的画面中，一名男子慢慢靠近
陈先生的越野车，之后在车尾蹲下，朝
轮胎放着什么，而后起身，绕着越野车，
来到了面包车车头右前轮处，做着同样
的动作。之后，起身离开。而在当天的另
一段视频中，男子则先后来到两辆车靠
墙一侧的车轮前蹲下，将手伸向轮胎。

“这两次，都是在扎轮胎。”陈先生
介绍，在查看完视频后，其到车前查看
发现，男子蹲下正是在将螺丝钉扎入车
胎。而另一段视频中的动作，则是在蹲
下放车胎的气。

在4月13日的一段视频中，男子则
走到了陈先生的车前，贴下了一张纸。从
陈先生提供的这张纸条的照片显示，男
子在纸条上写到：你在（再）放还要划你
的车，你明知道这是公共区域还要放车，
你就是个白痴。“实际上，这是他后面回
复我的纸条，先前他贴了另外的纸条，我
也回了一张纸条，让他不要再动车子，然
后他就回了我这个。”陈先生介绍。

在4月7日的一段视频中，男子从
画面的左下角走来，来到了陈先生的面
包车前，后转向一角，拿来锥形桶，用胶
枪打上胶水，再粘到了地面上，以阻止
其他车辆再停放到相应位置，接着便靠
近车身，用力划了几下。

对于此举动，陈先生分析，男子之所
以不断划车，其实是为了不让其他车主在
这个没有画线的公共位置停车，而将自己
的车停放在此位置上。“之前的一段视频
里，他就把自己的车停在了这里，因为他
们进出楼梯间方便一些。”陈先生表示。

》收网
视频交给警方
作案男子被抓获5
持续拍摄一个月，100G 视

频，男子多次对车辆下手。4 月
底，陈先生向警方报了案，并
将整理好的视频资料提交给
了警方。从陈先生整理的部分
视频来看，男子对其车辆下手
达十余次，其中 4 月 5 日一天
便达 4 次，时间从上午到凌晨
均有作案。

通过陈先生的视频内容，
记者对男子的作案做了简单
梳理：

4月5日凌晨，两次对车辆
轮胎下手；当日上午10时，划面
包车；当日晚上11时，对越野车
进行放气、扎胎。

4月7日下午，划面包车。
4月9日，划面包车。
4月12日下午1时许，划越

野车。
4 月 13 日，张贴威胁纸条

“你再放还要划”。
4月19日，划面包车。
4月20日，对车辆放气。
4月23日，对两辆车放气，

扎胎。
4月25日，划越野车。
5月9日晚，记者从新都警

方获悉，经过警方工作，当晚已
将该男子抓获，正在做进一步
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
玉全 实习生 伍伟欣 受访者
供图

监控画面显示，一男子在车旁的举动十分可疑

车辆划痕

监控器材

保健品推销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