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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女儿和老母亲的面，在家里开赌场，秋丰兄妹俩被刑拘
在手机 APP 上赌博，通过微信转账结算费用，警方已在严查

亲友聚会打麻将 开心之余别“过线”
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张丰明 张海峰 何雨辰

年关将至，富阳警方也来了场“大扫除”，对赌博行为进行了集中打击，目前已经清除

为偏远乡镇困难学生
“圆梦”

赌博窝点 20 余个，
抓获涉赌人员 200 余名。

兄妹俩在秋丰经营聚众赌博窝点，
被端
秋丰孙家垄某民宅 5 楼近期有点
异常，每天一到天黑，进去的人员总有
十多个，有几个对于附近邻居来说还都
是陌生面孔，不过进屋后，通常要很晚
了才会出来，里面因为是跃层，晚上大
门紧闭，也听不到在干什么。
就在前几天，警方出动了 20 多名
警力，把这户民宅团团包围，将里面的
人员抓了个正着。就在警方破门而入
时，5 楼上方的跃层，一屋子 13 人正围
着一张小棋牌桌玩“红心宝”。
屋主费某今年 40 岁出头，同哥哥
两人共同经营该赌场。位置就在跃层
的大厅，120 多平方米宽敞通透。大厅

旁还有个房间，费某的老母亲居住。警
方在抓获费某兄妹以及参赌人员后，费
某 70 岁左右的母亲坦言：
“这么多人在
我家赌，我是不赞同的，可我也没啥权
力，他们要弄，我也没办法。”
这些赌博人员每天晚上过来，先打
牌，等人凑够了之后，一般 9 点左右，就
开始玩“红心宝”。半夜动静还不小，费
某的母亲一般都睡不了一个好觉。除
了老母亲，费某还有两个女儿，警方出
动时，费某其中一个 13 岁左右的女儿
还在 5 楼玩，她每晚都会面对在家中赌
博的一群人。
为了躲避警方抓赌，费某兄妹还安

排了家族里一位 50 多岁的叔叔帮忙望
风，他每晚就在一楼门口守着，费某给
他 200 元钱一天。
事实上，费某家庭条件并不差，不
过因为开赌场利润颇丰，700 元左右起
押，一轮下来输赢起码几千元，费某兄
妹一局抽头 100 元至 200 元，一晚上下
来，
光抽头，
他们就能赚几千元。
目前，费某兄妹、望风的叔叔以及
在赌场上放贷的洪某都已经被刑事拘
留，其余 9 名参赌人员被行政拘留。看
来，
这个年，
他们是要在看守所过了。

“房卡类”
APP 赌博兴起，警方已展开调查
除了传统的赌博形式，有一种新型
赌博形式最近悄然出现，就是在“房卡
类”APP 上开房赌博，只要手机在身边，
赌博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开局，有些人甚
至上班时间都会来几把。赌博人员会
事先约定好游戏中一个积分算多少钱，
等游戏结束了，通过微信或者其他方式
转账算输赢。
这种方式的赌博虽然隐蔽，但也是
警方打击的目标。去年底，温州警方出
击抓获了涉嫌开设赌场的“龙港麻将”
APP 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该 APP
通过手机由微信号登录账户，需要消耗

“钻石”开设房间，通过微信邀请或者加
入别人创建的房间打麻将或者打扑克
等。
开设房间的钻石需要通过这款游
戏软件购买或者从钻石代理商处购买，
开设一个房间可以玩 8 局游戏，4 人各
消耗 1 颗钻石，想要玩 16 局则每个玩家
消耗 2 颗钻石，以此类推。玩家通过微
信创建或者加入房间开始游戏。游戏
APP 通过控制游戏“钻石”销售抽头获
利。
除了已经被打掉的“龙港麻将”，目
前手机应用商场类似的“房卡类”游戏

APP 并不少见。警方认为，这种需要消
耗“钻石”的玩法，无疑是具有赌博性质
的违法犯罪行为。通常情况下，玩家会
事先在微信群中商量好赌注数额，由群
主为群内成员的赌博结算提供担保，游
戏最终以积分结算，结算情况在微信群
内发布，并以二维码扫码、微信红包等
支付形式结算费用。
富阳治安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针对“房卡类”赌博游戏的参与者，
富阳警方也开展了调查，证据固定后，
涉赌人员同样将面临法律严惩。

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赌资较
大”的认定，国家并未有统一的规定，而
是授权各地自行制定。各地关于赌资
较大的认定并不一致，
《浙江省公安机
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属于“赌资较大”：①以个人
赌资 200 元至 500 元为起点（具体数额

习用品、根据他们自己意愿选购的运动服
或运动鞋等，并给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新年
祝福。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爱心礼包，孩子们
很激动。湖源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颜瑾
萱开心地说：
“真想马上穿上新鞋子，去跑
步、跳绳、打篮球。”六年级的王童燕是跑
步高手，曾在全区中小学运动会上创佳
绩。这次她选择了运动套装，乖巧的她腼
腆地说，很感谢叔叔阿姨们大老远来送这
些礼物，
感觉很开心。

富中学子帮环卫工人扫地迎新年

春节打麻将也要守底线，
“过线”将被刑拘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春节亲朋聚
会，搓搓麻将并不少见，适度娱乐无伤
大雅，但一旦涉赌，还是会面临处罚。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涉赌呢？
首先，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
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并

本报讯（通讯员 屠丽敏 记者 徐丽
亚）昨天，区红十字会与区教育局联合开
展 2018 年困难学生“圆梦”慰问活动，走
访了湖源乡中心小学、常绿镇中心小学等
9 所偏远地区中小学困难学生，发放爱心
礼包 100 个，
爱心红包 3 万元。
慰问组由区红十字会、区教育局、红
十字狼群救援队志愿者和爱心市民组成，
兵分三路前往湖源、常绿、常安等地为困
难学生送上爱心与祝福。
每到一地，慰问组为孩子送上准备好
的爱心礼包(价值约 500 元)，内含一套学

由各市公安机关根据当地执法实际确
定）；②个人单次（局）赌博输赢额 20 元
以上的。处罚是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春节斗地主、打麻将可千万别突破
了这条线。一旦被抓，整个春节也就泡
汤了。

被微信
“漂亮女友”骗钱后 男子顿悟生财法
本 报 讯（记 者 张 柳 静 通 讯 员 陈
玮）被微信美女头像迷惑，上当受骗的
案例并不鲜见，有些人遇到这种事选择
吃闷亏，有些人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报
警。不过眼下，警方却发现还有第三种
人，就是自己被骗了，也用同样的方式
去骗别人。
前不久，高先生来东洲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被所谓的“女朋友”骗了。高先
生通过微信结识了一名叫“青春年华”
的人，头像是一美女，高先生看着照片
很心动，于是想和这位“青春年华”交朋
友。

几天的微信交谈，高先生觉得自己
在恋爱，可是这个“女朋友”只是发照
片，只发文字，不发语音，见面时间也是
以各种理由推脱。一天“女朋友”称自
己想买衣服，要求高先生转 200 元红包
给她，高先生就转了 200 元，
“ 女朋友”
收到了钱就玩起了失踪，把高先生的微
信拉黑了。高先生向东洲派出所报了
警。
东洲派出所的民警通过几天侦查，
2 月 11 日，将这名“女朋友”抓获。这个
微信“美女”原来是个一脸胡渣的大老
爷们！

此人姓蒋，民警问他行骗的原因，
蒋某说，之前他被别人用微信上冒充女
性的方法骗过钱，当时对方还发照片给
自己看。蒋某没报警，却因此萌生了也
骗骗别人的想法。
就在去年 10 月，蒋某弄了一个女
性的微信号，微信昵称“青春年华”。他
把以前骗自己的那个人发过来的美女
照片发给新加的一些男性，从而取得他
们的信任。几个月下来，蒋某用这样的
方式前前后后骗了五六个人。
蒋某就这样从受害人成了嫌疑人，
如今因为涉嫌诈骗，
被警方拘留了。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实习生 夏天
乐 通讯员 钟骏楠）2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
富阳中学的 15 名同学来到城区春秋南路
附近，
帮助环卫工人完成清扫工作。
临近春节，二贸市场附近人流涌动，
垃圾也增加了，果皮、纸屑、烟头……平时
不怎么注意脚下的同学们，此时都全神贯
注，一点一点将地上的垃圾清扫干净。
“真
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不是环卫阿姨

教，我扫都扫不起来。看起来很轻松的扫
地，
原来那么累。
”一名同学感叹。
活动的组织者小蒋同学说，
“ 想着过
年了，家里的小房子打扫过了，我们生活
的城市就是我们的大房子，也应该打扫干
净迎新年。我们虽然力量微薄，但也想为
富阳尽一份力”。打扫结束后，同学们还
把收集到一起的垃圾进行了分类，分别放
入了不同的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