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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里有不少有钱的
“老板娘”
“包租婆”
“懂事”
“上进”的小伙动起了歪心思

盲人推拿师非法集资上千万元
烧酒烧掉柴房、烧干草引发山林火灾……

记者 张柳静 实习生 陈圣军

20 多岁的年轻小伙，因为眼疾当了盲人推拿师，推拿技术也不错，喜欢一边推拿一边和客户唠
嗑。不过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大家眼里“身残志坚”的盲人小伙，竟然非法集资达上千万
元！

推拿技术吸引老客户
鲁某今年 27 岁，高桥人，他的右眼
天生看不见，左眼视力才 0.4，因此当了
盲人推拿师。好在鲁某肯下功夫，时间
长了，
推拿技术不错，很多人愿意找他。
早些年鲁某在富春街道蒋家桥的
诊所里做盲人推拿，后来随单位搬到银
湖街道高桥村。为此，他的不少客户还
专门老远跑去高桥找他做推拿。
小伙子平时比较活络，嘴上功夫也
不错，擅长和客户唠嗑。他的客户绝大
多数是 40 岁以上的女性，有的自己做生
意，有的当老板娘，有的收收房租，总之
不少都挺有钱。
鲁某除了做推拿，也学着做点小生
意，比如从朋友那拿几个手机来卖，赚
点小差价，又比如向客户推销虫草。不
过，
都是小打小闹，没赚多少钱。
鲁某可不想一辈子打工，虽然眼睛
不行，他也想赚大钱。但做大生意需要
成本，这笔钱怎么来呢？鲁某有时候一
边推拿一边琢磨着这件事，想到自己这
些有钱的女客户，鲁某有了个主意。

物色有钱
“老板娘”
“包租婆”
鲁某的客户里有个姓杨的女士，40
岁出头，因为家里房产多，她就以收租
为生，日子过得倒是挺逍遥，不过就是
坐久了脊椎不好，因此经常光顾鲁某的
推拿店。
每次杨女士一到，鲁某总会一口一
个“姐”，还一边推拿一边拉家常。杨女
士挺同情鲁某，对他很照顾，每次进推
拿店总是点名要找鲁某。
偶尔，鲁某也会一边推拿，一边向

杨女士介绍他的“生意”，明明还没起
步，却能说得天花乱坠。时间久了，连
杨女士也认为：
“这小子挺能干，生意做
得风生水起。
”
大概是去年 5 月左右，见时机差不
多了，鲁某开了口，称自己生意还在起
步阶段，急需用钱，希望杨女士能够借
他一笔钱。第一次伸手，鲁某没多说，
只要 1 万元，杨女士也没犹豫，当下便借
给了她。
鲁某果然守信，10 天一到，便还了
钱，还另给了杨女士 500 元当利息。这
么一来杨女士更信任鲁某了。前一笔
钱刚还没几天，鲁某就会再次向杨女士
借钱，还一次比一次借得多，不过一般
鲁某都会按时结算，
还支付高额利息。
到了去年 10 月份，鲁某已经累计向
杨女士借款 400 余万元。为了支付高额
利息，鲁某也向其他和杨女士一样的有
钱女客户借钱，套路差不多，起先一两
万元，后面越借越多，
拆东墙补西墙。
事实上，鲁某借来的钱并没有投资
做生意，一部分用来还前面借款的本金
和利息，一部分用在了网络赌博上。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迷上了网络
赌博，脑子里原本盘算着做生意的想法
逐渐被消磨掉了。

装可怜继续骗钱
由于借款金额不断增加，到去年 10
月之后，鲁某开始资金周转困难。而再
用“做生意”的烂梗借钱，连鲁某都有些
心虚了。鲁某借钱的都是女性，于是，
他又想到了一个主意——装可怜。
去年底，鲁某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张
图片，称自己眼疾发作，要去医院动手

术了，可惜他的钱都套在了生意上，手
术费用 20 万元，
至今还没凑够。
鲁某在女客户面前一直以来都是
“懂事”
“上进”的好形象，他一示弱自然
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没多久，这 20 万
元便凑齐了。
鲁某没有去医院做手术，此前眼睛
不舒服去看了医生，只花费了 1000 多
元。这 20 万元一部分还债，一部分网络
赌博，
很快又消耗殆尽。

今年 1 月份，鲁某从推拿店不辞而
别，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连他的家属也
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随后，富阳经
侦大队陆续接到 22 人报案，指向的都是
同一人——鲁某。在联系不上鲁某后，
杨女士等人纷纷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于是向警方报案。
鲁某自知无法偿还欠下的巨款，也
没脸继续行骗，只能一走了之。他带上
了身上所有钱逃到了江苏，在那的出租
房了住了一段时间。他整天躲在出租
房，不敢出门找工作，身上的钱不够用
了，
便只能变卖手机。
很快，鲁某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他
躲在出租房内肚子饿了只能喝点水。
在坚持了 3 天之后，实在饿得不行，最终
还是联系了家人回到富阳。
3 月 12 日，鲁某在家人的劝说下，
向富阳警方投案自首。据统计，从去年
5 月份开始，鲁某已经累计“借款”上千
万元，除去已经还掉的部分，还有 200 余
万欠款。
目前，鲁某因涉嫌集资诈骗，已经
被刑事拘留。

四目相对数秒，一个激灵——进贼了

不是错觉，是小偷半蹲在床头柜边上拔
自己在充电的手机！
“等我反应过来，整个人一个激灵，
马上伸手去抓他，他动作比我快，一个
转身就跑出了我的房间。”崔先生说，
“偷东西都偷到家里来了，还在我脑袋
边上偷，胆子太大了吧！
”
崔先生紧跟着小偷，从二楼一路向
下，追到车库里，眼见小偷跃上车库北
边的窗户，翻身跳出，飞快奔跑，消失在
黑夜之中……
崔先生立即报警。
民警展开侦查，经过多方面收集侦
查线索，分析案件特点，民警感觉遇上
了个高手。从监控来看，这个小偷对偷
盗的区域非常熟悉，不仅巧妙地避开了
所有监控摄像头，进门路线也都选择得
十分隐秘。

民警羊益军
背着烧伤的
老人下山

非法集资上千万元被刑拘

半夜醒来，
床头蹲了个陌生人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张华
何雨辰）如果半夜醒来，看到有个陌生
人蹲在你床边，这会是怎样的惊魂体
验？前段时间，家住富春街道秋丰村的
崔先生就经历了这么一幕，至今想起来
心惊胆战。
崔先生家住秋丰村一幢两层半的
小楼，底层是车库，一楼是客厅，二楼是
三间卧室，南面是主卧、北面是次卧和
客卧，
崔先生就住在二楼的主卧。
3 月 28 日凌晨两点，正是人睡得最
熟的时候，一向睡眠不佳的崔先生却被
细微的动静吵醒了，不过人还在半睡半
醒的状态。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一下子
反应过来，我们家进小偷了！”四目相对
的几秒间，崔先生吓出一身冷汗，刚刚
自己不是做梦，半睡半醒中看到的人影

近期富阳火灾警情频繁
大家得绷紧防火这根弦

从现场来看，即使被崔先生发现，
他也不慌乱，连逃跑都能顾及是否被监
控捕捉到，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没有
给侦查破案留下一点线索。
视频监控发现不了，那就靠传统手
段——蹲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作案
活动规律进行分析，觉得犯罪嫌疑人很
可能会再次作案。因此城西派出所侦
察组加强了防范，重点安排夜巡中队在
秋丰村一带蹲点守候。
经过连续几天的蹲守，侦察组终于
在 4 月 8 日凌晨 4 点将准备进行第 4 次
入户盗窃的嫌疑人抓个正着。抓获嫌
疑人王某时，民警还在他身上发现了小
手电、小刀、白色线手套等作案工具。
目前，嫌疑人王某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高金
金 羊益军 邵华君）清明一过，富阳艳阳
高照，不过天干物燥也容易引发火灾，近
日，富阳各地派出所和消防部门频繁接
到火灾警情，好在救援及时，无人员伤
亡。

烧酒火星飞到柴火上
4 月 8 日下午，场口洪春村传来居民
住房着火警情，民警和消防队员赶赴现
场。起火的是村民老洪家的柴房，当天
下午，他在柴房边烧制酒，冒出的火星子
被风吹到了柴房里，火势很快就蔓延开
来，老洪见自己没办法灭火了，赶紧报了
警。
好在柴房没住人，里面没有人员被
困，民警和消防队员灭火的同时疏散周
围群众，
排除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
经过 1 个小时的奋力扑救，火情被成
功控制住了。民警和消防队员还将室内
的柴火搬到了室外。
最意外的是，就在大伙忙着救火时，
在一个烧水茶壶里面发现了两只刚出生
不久的小狗，它们竟然在大火中顽强地
活了下来，民警赶紧将两只小狗救出了
火场。
老洪家的柴房算是保住了，虽然有
些损失，不过好在没有人员伤亡。老洪
也得到了教训：
“ 下次烧酒，一定要加倍
小心了！
”

家具厂凌晨起火
就在老洪家柴房着火之前没多久，
灵桥派出所的民警汪挺也经历了一次救
火，整张脸都被烟熏黑了，好在也是有惊
无险。当时已经是凌晨 4 点多，汪挺值
班，
警铃响起，
是辖区一家家具厂着火。
现场报警人描述，是因为家具厂的
烘干机车间轴承坏掉后过热，引起烘干
机起火，再加上周围都是做家具的木板，
火势迅速蔓延。汪挺等几人到现场时，
屋内已经浓烟滚滚，
看不清楚情况了。
考虑到贸然开灯会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汪挺迅速组织队员摸黑灭火。当时，
消防队员还没到，汪挺他们手上只有几
个灭火器，他们一面拿着灭火器对准火
势最大的几处位置喷，一面就地找来能
盛水的容器，在最近的接水点，用最原始

的方法，
来回奔跑接水救火。
接水、灭火、接水、灭火，汪挺等人来
来回回奔波，不过还是没法在很短时间
内控制火势蔓延，好在消防官兵及时赶
到。经过 90 多分钟的救援，火势总算是
被扑灭。
汪挺等人收拾完现场回派出所时，
已经是早晨 6 点多，太阳也升起来了，大
家迎着晨光，相视一笑，原来，救火时候
还没发觉，
大家都已经成黑脸了。

82 岁老人山上烧干草
除了房屋起火，近日山林火灾也时
有发生。就在前两天，洞桥镇里仁村村
民发现附近山上着火，火势较大，报警
后，万市派出所民警和万市消防队赶了
过去。
着火的山海拔 100 多米，民警和消防
队员背着装备沿山路迅速到达起火点，
开始灭火。就在冒着浓烟的位置，眼尖
的民警羊益军看到一名老人瘫坐在地。
这位老人是附近村民，姓姜，82 岁，
当时身体多处大面积烧伤，大小便失禁，
已经无法站立。羊益军见状，立即抢救
受伤老人，也顾不得大小便，背起老人就
往山下走。
羊益军先用警车将老人送到万市人
民医院救治，由于老人身体多处烧伤，后
移送至富阳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原来，那天姜老伯独自一人山上种
地，烧干草不慎引起了火灾。起火后老
人拼命想把大火扑灭，后来火势越来越
大，他也多处烧伤，幸亏老伯及时撤离火
灾现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家具厂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