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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死了，会更好一点。”6月15日，
一条定位为九眼桥的“轻生微博”，引起了警
方关注。多名警员紧急查找、走访，最终找到
了这名发帖网友——19岁女孩小谷。

庆幸的是，小谷安然无恙。但让众人哭笑
不得的是，小谷说“看小说，看得比较伤感”才
发了那条微博，她从未有过轻生的想法。“我
下午还要去练车，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民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博主发帖谈死
警方忙死了！
警方紧急出动找到该博主，据她称该帖
是转发小说台词，自己并不想轻生

/博主发帖/
“是不是，死了，
会更好一点”

6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50 分许，
成都锦江公安分局龙舟路派出所
接到了群众报警。警情称，一名微
博名为“pop***”的网友发布微博
称“是不是，死了，会更好一点”，发
布时间为当日上午 8 时 9 分。报警
人怀疑其可能轻生。

警方查看微博发现，该条仅
有 10 个字的微博下留下了一个

“成都·九眼桥”的地址，第一条
评论来自博主本人，评论称“南
康白起跳湘江。那我们，有缘再
见。”另有网友跟帖“要是死了还
见什么呢”。

派出所副所长斯建春赶忙带
着一名民警两名辅警出动，开始寻
找该博主。

“当时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了，我们也很紧张，万一真出什么
意外呢，必须抓紧时间。”斯建春介
绍，在后方技术手段的支持下，前
方民警走访查找了多个小区，最终
找到该博主所住小区——位于工
农街附近的一个老小区。

可疑
车内人员神色慌张
年轻男子被人搂着脖子

6月13日上午10点半左右，巴广
渝高速公路广安花桥收费站。29岁
的收费员肖锋芒正在值班。这时，一
辆南充牌照面包车驶入匝道，抵达
窗口。

原本，只需要两三秒的时间，肖
锋芒就会将通行卡递给司机，但这
一次，他犹豫了。

肖锋芒向记者回忆，他当时透
过车窗，看到面包车内有六七个人，
神色大多比较慌张，只有一名坐在
中间的年轻男子面无表情，双手收
在背后，旁边有一人搂着他的脖子，
接着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子也钻到年

轻男子旁边，搂着他的脖子。
这奇怪的一幕，让肖锋芒想起

一些关于劫持人质的新闻报道和电
影里的场景。“这个人（年轻男子）是
不是被劫持了？”肖锋芒一边想，一
边放缓了手上的动作，他希望车内
的年轻男子此时能给他发出一个信
号，哪怕是一个眼神也好，以便打消
自己心中的疑虑。

但男子一直没有任何反应，在
耽误了10来秒钟后，肖锋芒将通行
卡递给司机，面包车随后开上高速，
往广安方向行驶。

报警
警方摸排锁定嫌疑车
但可疑人员一直未出现

肖锋芒随后将自己看到的可疑
一幕向高速公路视频监控中心汇
报，广安警方在接到高速公路方面
的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布控。

高速公路方面在接到肖锋芒
的反映后，也对可疑面包车进行跟
踪，最后发现该车辆在广安华蓥市
下高速，但不久该面包车又从广安
华蓥上高速，之后从广安花桥镇下
高速。

一位处警民警事后告诉记者，
当天面包车在广安花桥镇下高速
时，车内的情景也曾引起一名收费
员注意，当时司机解释说车上载着

一名病人。
“我们得知面包车又在花桥

镇下高速后，根据其车牌号掌握
到驾驶员身份信息，与调取的收
费站监控录像比对，发现驾车的
就是面包车车主本人。”广安市花
桥派出所民警郑飞说，很快，警方
通过侦查手段，掌握到该面包车
从花桥下高速后，开往了南充市
蓬安县银汉镇。

“当时我们也以为车上有被劫
持的人质，但心里也疑惑，因为警方
并没有接到疑似人质的家属报警。”
郑飞说，为避免打草惊蛇，根据派出
所领导的安排，他和另外两名辅警
身着便衣，前往银汉镇展开摸排调
查，并最终在场镇上一卤菜店斜对
面，发现了该面包车，当时面包车的
车窗也没有关上。

不过，民警在面包车附近蹲守了
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真相
面包车司机送脑梗病人
被误以为“劫持人质”

当天下午，在等待可疑人员出
现的过程中，花桥派出所联系南充
蓬安银汉镇辖区的罗家派出所，请
求协助调查。

罗家派出所处警民警张禹介
绍，他们联系到面包车司机老家的

村干部，通过了解得知，面包车司机
张某平时表现不错，但是很少在村
里居住，平时在银汉场镇上经营卤
菜生意。

“听到村干部的介绍后，我们和
花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去找张某，发现
面包车斜对面的卤菜店就是张某经
营的。”张禹说，张某当时就在卤菜店
内，经过调查核实，发现这起“劫持人
质案”其实是一场误会。

张禹说，经警方调查了解，事发
当天上午，面包车司机张某应一位
朋友的邀请，开车帮忙送一位脑梗
阻病人前往广安华蓥市找一位退休
的医生看病，在找医生拿了药后，
又开车从广安花桥下高速将病人
送回。面包车上除了张某外，其他
人都是病人的家人朋友。

为以防万一，民警随后又前往
患病男子的家里，证实他当天确实
乘坐张某的面包车去广安华蓥找
医生看病，并不存在被劫持的情
况。6月16日，记者联系上面包车司
机张某和当天找他帮忙的朋友，他
们均表示，这件事其实就是一场误
会，“他（患者）因为生病了，所以当
时大家在车上都很焦急，还有人搂
着他的脖子扶着他”。

得知内情之后，肖锋芒终于放
心了，“还好是一场误会。”

杨国栋 范勇林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警方供图

24岁小伙沉迷游戏
1个月花光

爷爷1.2万退休金
6月13日早晨，24岁的小强（化名）走出了

蓬安县拘留所的大门。
此前，小强在四川蓬安县一家网吧上网时

偷走他人一部手机，随后以 300 元的价格变
卖，小强因此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天。其
实，在偷手机前，小强已在网吧待了一个月，天
天打游戏，并因此花光了他以打工学手艺的名
义从家里骗来的1.2万元，而这笔钱，是他爷爷
的退休金。

在网吧 1个月花光1.2万元

6月3日中午，被民警抓获时，小强正坐在
网吧一台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打游戏。

5月31日清晨，小强在蓬安县城另一家网
吧上完一个通宵后，已身无分文。他随后将目
光投向了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对方正
在睡觉，一部手机就放在桌子上，小强拿起手
机逃离网吧，随后以300元价格卖给了一名路
人，拿到钱后，小强又径直钻进了案发时正在
上网的网吧。

民警了解到，小强在偷手机前，已在网吧
里待了1个月左右，他喜欢坐8元/小时的豪华
VIP 座打游戏，一日三餐全靠外卖，隔几天出
一次网吧，因为要去旅馆开房洗澡换洗衣服。
短短一个月时间，抽烟、喝水、吃饭、游戏充钱，
小强将1.2万元花得一干二净。

“这笔钱，是我爷爷的退休金。”小强告诉
记者，4月底的一天，他跟奶奶谎称要出去找工
作或是学一门手艺，此前对他成天打游戏已厌
恶至极的奶奶听到后很高兴，随后将爷爷的
1.2万元退休金交给他。

但小强却带着奶奶给的钱，从重庆老家出
发，直接上了开往四川南充的大巴车，一下车
就进了网吧，几天后又坐车到蓬安，仍一直在
网吧里打游戏，直到因盗窃手机被民警抓获。

6月14日，记者从蓬安警方获悉，小强因
涉嫌盗窃，最后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

沉迷游戏 曾想当职业玩家

小强今年24岁，爷爷是退休工人，自小父
母离婚，他跟随父亲一起生活，因为他是整个家
族里唯一的男孩，爷爷奶奶对他一直很宠爱。

最开始接触游戏是上小学的时候。小强
说，去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家网吧，但网吧不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他就常常趴在网吧的落地
玻璃窗外，看网吧里的年轻人玩游戏。

“经常看别人打游戏，自己也就渐渐喜欢
上了。”小强说，上中学时，父亲因工作需要买
了电脑，他便经常偷偷溜进房间关上门玩游
戏。但小强后来没有上高中，而是去了一所中
专学校学计算机专业，家里还特地为他添置了
电脑。小强的想法很简单，学计算机专业可以
天天和电脑打交道，玩游戏也理所当然。

“每个月生活费1000多元，大部分都花在
游戏上了。”小强回忆，有一次在玩韩国版反恐
精英时，官方推出了一款“枪”实行开宝箱抽
奖，为了抽到这款“枪”，他东拼西凑先后充值
了15000元，最终如愿以偿。

小强还在网络上组建过战队，有时还会靠
帮其他玩家代打游戏，或是出售游戏装备来赚
钱，“每个月可以赚两三千元，抽烟、吃饭的钱
就够了”。不过，小强最终未等到中专毕业就回
了家。“每天就在家里打游戏赚钱，家里人也经
常说我。”小强说，自己一直想成为职业游戏玩
家，也曾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在赛场上，他才发
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也晓得沉迷游戏不对，但我控制不住
自己。”小强说，他现在只想找到一份工作，先
养活自己。他也希望以自己的亲生经历，告诫
其他正在上学的青少年，不要像自己一样，对
于游戏，太过沉迷。

王海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车内有人被劫持？原来是送病人就医

6月13日，巴（中）广（安）
渝（重庆）高速四川广安花桥
收费站，一辆面包车正等待取
通行卡上高速，但收费员无意
间看到面包车内的可疑情况
后，迟疑了。

面包车内有六七个人，神
色都比较慌张。坐在中间座位
的那名年轻男子，面无表情，
双手收在背后，旁边有人搂着
他的脖子……“难道是被劫持
的人质？”

高速公路方面随即报警。
6月16日，记者获悉，经广安、南
充两地警方介入调查发现，这
起“劫持人质案”原来是一场
误会，当天该面包车是送一名
脑梗阻病人去治疗。

/民警感叹/
还好是玩笑
但并不好玩

“还好这是一个玩笑，但并不
好玩，一句随意的话语却浪费着紧
张的警用资源。”斯建春介绍，其所
在的龙舟路派出所平常每日会有
二三十起警情，很繁忙，“而这名当
事者在发微博时却并没有顾忌到
影响，没有顾忌到家人和朋友，没
有想到这会对警力公共资源造成
浪费。”

斯建春呼吁广大网民，不要在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布带有负能
量的、容易引起群众效仿的信息，

“这些信息会影响社会秩序，造成
后果，带来坏的社会效应。如果言
论造成进一步的后果，当事人是需
要负责任的。”

此外，斯建春表示，虽说出警
保护群众安全是必要的，但这些言
论与信息会造成大量警力浪费。

“广大网民尽量不要在微博上发表
这种三观不正的言论，在网上还是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程琦果 警方供图

/真相大白/
博主被小说感动
转发一句台词

既然各方面状况都很稳定，也
无轻生的想法，为何女孩会发出这
样的微博呢？在民警与小谷的对话
中，小谷给出了答案。

民警：你今天微博发的是什么
内容？

小谷：就是死了就好了。
民警：为什么发这个内容呢？
小谷：我看小说，看得比较伤

感嘛。
民警：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小谷：没有啊，我下午还要去

练车，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此番对话让民警哭笑不得。民

警介绍，小谷因为最近在看一本韩
国小说，为其中情节所感动，这才发
布了其中的一个句子。在民警的一
番批评教育下，小谷删除了微博，表
示今后不再随意发布此类消息。

16日上午，记者也来到了小谷
所居住的小区，见到了小谷。“我就
是看了一本小说，随便发的。”小谷
再次表示，博文内容是小说里的一
句话，并不是说她“要干嘛”。

/警方营救/
半个多小时找到
假扮快递员约见
“有 4 栋 6 层的住宅，但具体

在哪一栋哪一户又是一个问题。”
斯建春介绍，找到小区后，民警跟
门卫和小区住户了解了相关情
况，又再次向后方请求了技术支
持，并获得了当事网友的联系方
式，希望通过电话联系上这名网
友。几番思考，最终决定以快递员
的身份与该网友进行联系，“因为
如果直接以警察的身份去找当事
人，而对方万一真的是要轻生，就
很可能刺激对方。”

民警拨通了电话，称让当事人
下楼取快递。不一会儿，当事人来到
了小区门口，此时距离接警仅过去
半个多小时。“是一个女孩，年龄在
19岁左右，姓谷，成都金堂人，在这
边一家公司做文员。”斯建春说。

斯建春介绍，经过询问，女该
承认微博的确是她发出的，她没想
到竟会引来民警。通过了解女孩的
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民警发现她
实际上并无轻生想法。民警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

因 为 一 句
话，因为惊鸿一
瞥……

两起起于细
微疑虑的警情，
让民警忙得满头
大汗。

原来是一场
误会！

没有芳龄女
子轻生，也没有
年轻男子被劫。

一场误会，
让民警们白忙一
场。

可也正因一
场误会，让我们
看得更清。

诚然有警必
出，但也正是如
此对待生命的谨
慎与敬意，以及
在极短时间锁定
目标的能力，让
我们清晰地看到
——

保卫平安，
民警让人放心。

一
场
误
会\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160期开奖结果：13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9069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06 11 16 19 21 25 蓝色球号码：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60期开奖
结果：465，直选：9670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 选 6：11399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7930045.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60期开奖结
果：46596，一等奖50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57153091.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69期开奖
结果：6680147，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
每注奖金70374元；三等奖159注，每注奖
金1800元。（26247968.1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19084期：101303131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88期：
3230000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78期：
33330101333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78
期：3333010133331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5日)

足彩

民警来到小谷的住所询问情况

民警来到小谷的住所询问情况

该面包车监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