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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扣1123分的司机
这次又因为诈骗被抓了

就想回富阳后和老爸喝一杯，和老妈唠唠嗑
和老婆聊聊天，和儿子吹吹牛

俞佳佳：
寻常日子最幸福

记者 何芳芳通讯员 方菁华

作为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理

带教组长，在得知医院将要组织医疗

队驰援武汉时，俞佳佳义无反顾地报

了名，他说这是作为一名护士必须要

履行的责任。

可是作为儿子，他对自己的母亲

却是满满的愧疚。直到去武汉的路

上，他都没办法告诉妈妈他去武汉了，

不知道怎么开口，更不想让妈妈担心，

唯有叮嘱妻子要多挤出一些时间陪陪

妈妈。因为妻子也是护士，从疫情初

期开始，夫妻俩就一直奋战在抗疫一

线，家里的一切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反映大时代的变迁

致敬驰援武汉的富阳医疗队员

3 月 19 日，俞佳佳所在的浙大邵
逸夫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正式进驻武
汉市肺科医院参与重症监护室病人的
救治工作。这里一共才10位病人，然
而和前一个月在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
心照顾 60 多名病患相比，工作量更
大、压力更大。

“我们接管的ICU一单元的10位
病人是重症中的重症，依靠各种仪器
维持生命体征，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全
力挽救每一位病患的生命。”俞佳佳
说，以前他们一个人可以管9个病人，
护理之余和病人聊聊天、疏导疏导情

绪，现在他们一个人管一个病人，但精
神高度紧张，时刻盯着生命体征的监
测。“每一台仪器都关系着病人的存
活，护士不能有丝毫马虎。”

ICU 重症病人没有知觉，护士要
负责给病人擦洗，以及口腔、会阴等基
础护理，保持病人清洁。“一个成人丧
失知觉后，他的身体格外沉重，这时候
就显示出男护士的优势了。”有时要帮
助病人俯卧位通气，从仰卧转换到俯
卧姿势，需要5个人同时辅助，2名男
护翻转身体，3名女护帮助抬头部、手
部并管住仪器防止意外发生。

俞佳佳本身具备重症护理的经
验，较快适应了新任务，但 22℃恒温
的负压病房增加了防护服带来的不适
感。“2 月底还只是十几摄氏度，我们
在普通病房穿着防护服都会出汗，现
在 22℃，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出一身
汗。”

ICU病人要插管，气道开放，医护
人员感染的风险增加，因此除了原来
的防护服，现在还要戴上面屏。“自我
防护的弦时刻绷紧，我们必须首先保
护好自己。”

连续上了40多个夜班，上班时因
为忙碌，自然而然地抛开一切杂念，
但一个人回到酒店时，疲惫感席卷而
来。

俞佳佳坦言，这个时候特别想
家、想妻儿、想父母。

今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宅家总
动员”，俞家却显得很冷清，仅除夕一
家人完完整整吃了一顿饭。他妻子
徐丽丽是区一院感染病区的护士，要
奋战在抗疫一线。他父亲在正月初
五被派到杭州社区参与疫情管控，至
今在岗。6 岁的儿子就由奶奶照顾
着。

接到作为第三批驰援武汉人员
的通知后，俞佳佳一直犹豫要不要打
个电话给母亲，最后放弃了。出发之
前，他嘱咐妻子当天一定要回里山老
家，把一老一小接到富阳来住，以免
老人家胡思乱想。“我母亲的心一直
悬着，而且失眠，可是她还担心我吃
不好，特地给我寄来干菜肉。”

俞佳佳在武汉给母亲写了一封
信，和中国人大多数家书一样，“报喜
不报忧”，行文格外轻快。他写道：

“可能是平时在家，您照顾得太周到
了，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日子，其实您儿子没有您想象的这
么脆弱，这里的工作也没有您想象中
危险。儿子想您烧的饭菜了，我在这
里一切都好，您真的不用担心。等我
回来，您就准备好好烧一顿给我吃
吧。”

出门40多天，最让他意外的是儿
子。以前最怕他的儿子，现在一到睡
觉就吵着要爸爸，电话打来就说“爸
爸，我想你了！”“我一个大男人，听到
这句‘想你了’，忍不住眼眶一热。”俞
佳佳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富
阳，和老爸喝一杯，和老妈唠唠嗑，和
老婆聊聊天，和儿子吹吹牛，“平日里
最寻常的日子就是如今最大的幸
福”。

新任务工作量更大

全家人奋战在抗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盛何
钢）“救火啊，救火啊……”昨日上午9点
40分左右，区城管局城西中队队员沈勇
浩、崔永民在金桥社区门口处理公务时，
突然听到有居民大声呼喊。

两名队员马上从社区抱出两个灭火
器，坐上电瓶车循着声音开去，很快找到
了起火点，只见位于 2 楼的一户居民家
中正冒出浓烟。他们冲到楼上，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一楼与二楼间的平
台上，神情惊慌，敞开的门内一股浓烈的
焦味扑鼻而来。

沈勇浩、崔永民没有半刻犹豫，来不
及询问情况，就冲了进去，发现厨房里面
灶台和橱柜都起火了，幸好社区微型消
防站负责人周明峰和其他社区干部早一
步赶到，及时采取措施，明火已基本扑

灭。他们一面帮忙继续灭火，一面开窗
通风。很快，室内浓烟消散了不少。

沈勇浩走出来向老人了解情况，原
来年近八旬的陈老太太在阳台上干活，
一时忘记了燃气灶上还熬着猪油，温度
太高引燃了橱柜，等到发现时满屋都是
烟。陈老太太不敢进去，只好大声呼
救。“幸好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老人
不停地道谢。沈勇浩说：“人没事就好，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城管队员嘱托老人最好到子女家中
居住，让家里彻底通风。社区干部也通
知了老人的儿子。当天下午，沈勇浩和
崔永民不放心，特意上门看望，正好老人
的儿子在搞卫生，预估损失 2000 多元。
陈老太太精神看上去不错，但回想起火
时还是心有余悸。

远远听到一声“救火啊”
他们抱着灭火器就冲了过去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朱伟
群）近日，富阳公安经侦大队侦破了一起
涉案2000余万元的合同诈骗案，犯罪嫌
疑人骆某先是隐瞒一笔500万元的担保
债务转让企业，又伪造了另一笔700万元
的担保债务，导致被害人收购的企业被
查封拍卖。

骆某是富阳人，早年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名下有多家企业。不过，前些年骆
某的生意出了问题，资金周转困难。
2015 年，骆某将名下的 A 公司以 2230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杭州B公司，负责人姓
翁。不过，在转让之前，骆某的这家公司
背负着500万元的担保债务，但骆某在股
权转让谈判时并未如实披露。

之后，骆某又利用 A 公司公章未移
交的便利，在 2016 年 4 月伪造了一份担
保借款合同，虚构 A 公司为其他公司做
担保，向杭州的C公司借款700万元的事
实。实际上，C公司的法人就是骆某的一
个朋友，而这个朋友早就将 C 公司的公
章交给了骆某，也就是说 C 公司的实际
操控人就是骆某。

2016年4月，C公司和之前500万元
担保债务债权公司相继向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法院、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由于翁先生当时拿不出相关
证据，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并执行，翁先生
收购的A公司股权（土地）被法院查封拍
卖。由于土地增值、债务利息等因素，最

终，翁先生实际损失为2000余万元。
2018年12月，翁先生向富阳公安经

侦大队报案。在对相关财务凭证进行研
判后，警方最终查明，骆某实际上是用了
他人银行账号走账，转移了诈骗所得，用
于归还他之前欠下的债务。同时，各种
证据也证实了骆某在土地出让时，故意
隐瞒了公司债务，骗取土地转让款，并在
土地出让后虚构出让公司的债务，通过
虚假诉讼骗取法院判决及土地执行款的
犯罪事实。

在警方将种种证据摆在骆某面前
后，他承认了犯下的罪行，表示愿意接受
惩罚。目前骆某已经被检察院批捕。

本报讯（通讯员 何雨辰 记者 张柳
静）受疫情影响，很多明星的演唱会延后
了，有粉丝就心急了。富阳一位小姑娘，
为了见到偶像，早早去买演唱会门票，结
果被人骗了。

小琪（化名）今年17岁，偶像是当下
很火的男团。但对于自己的偶像很火这
件事，小琪又喜又愁：喜的是偶像受欢
迎，愁的是每次演唱会门票开售，哪怕是
掐着点抢，也是一票难求。这次也不例
外，小琪还是没能抢到票，沮丧的她想：
要不上微博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人
要转让门票？还真让她找到了一条转让
门票的微博，上面写着“出售XX男团门
票！”小琪喜出望外，立刻在微博上联系
博主，互加微信，并通过支付宝、微信转
账两次，共计 3360 元。在支付完成后，
对方给小琪发来了演唱会的电子门票，
由于有出票凭证，小琪没有丝毫怀疑。

不过，就在门票买好没多久，小琪浏
览微博发现，有人发微博曝光卖假门票
的骗子。她仔细浏览内容，对比被曝光
的微信号，小琪惊讶地发现，所说的骗子

正是她购买门票的那个人。
小琪立即向对方发微信，但没了回

复。小琪的妈妈知道后，带着她来派出
所报案。

常安派出所民警刘宇斌、李超波对
案件展开侦查，固定电子证据，倒查相关
资金流向……嫌疑人身份逐渐明朗：两
名嫌疑人是重庆人，一人叫小周（化名），
一人叫梦梦（化名），都是小琪的同龄人，
也是该男团的粉丝，所以非常了解粉丝
心理。

3月13日，刘宇斌、李超波远赴重庆
抓捕嫌疑人。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警方提醒：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要
尽量通过官方途径购票或在演唱会票务
代理网站订票，不要轻易相信“黄牛票”
和网上个人门票销售，切勿在微信、微博
等社交平台上和陌生人私下交易，这样
的交易没有任何安全性，一旦将钱汇出，
往往都打水漂。若发现被骗应及时报
警，并留存好相关证据提交警方。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范成
智）“本店搬迁至东兴路城东粮油市场
门口”“本店搬迁至向前 50 米”……近
期，部分商家换址经营，为了招揽顾客，
就在原店面的卷闸门上留下了这些“墨
宝”，与周边整洁的市容格格不入。区
城管局城东中队队员化身“油漆工”，共
整改乱涂乱画30余处。

队员再次上门看望老人

满屋浓烟，队员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火被扑灭

微博上买了两张“黄牛票”
17岁女孩被骗3000多元

乱涂乱画要不得
城管整改30多处

2000多万元收购的公司
咋莫名其妙就“没”了……

富阳警方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