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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八旬老太家中被盗贼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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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盗贼太大胆了! 大白天的从容进入居民家中"除了

谎称#我认识你儿子"我懂得怎么治愈你身上酸痛
!!!

$"还

假惺惺地给年过八旬的老太%按摩&"竟乘机将其身上的

近
"#$$

元现金偷走' 事发后"除了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受

害者家人还公布了监控录下的盗贼面容" 希望通过本报

警醒其他市民不要上当' 本报记者 姚传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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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梁阿婆家住海口市高登西
街#

#

日中午
#

时许$吃完饭后$梁阿婆
便照常坐在家中椅子上$ 梁阿婆准备
休息了$ 可此时一个陌生的妇女走进
家中$来到梁阿婆面前就说$%梁阿婆$

你不认识我啦$ 你身上不是经常酸痛
吗! 我知道怎么去治愈你身上毛病& '

这名妇女除了传授%秘方'#还口

口声称要亲自给梁阿婆按按& 梁阿婆
不好意思地接受了对方的请求& 妇女
便开始在梁阿婆身上不停地按着#还
将待在梁阿婆身旁的保姆打发走&

可没过一会儿# 这名妇女便称有
事# 便急匆匆地出门离去& 约

#$

分钟
后#梁阿婆一摸小腹前的钱包#她惊愕
了( 原来她身上近

%$$$

元现金都不翼

而飞了&梁阿婆心里知道$肯定是刚才
那个自称%熟人'的妇女$在为她按摩
的时候$乘机将她身上的钱偷走了&

之后$ 梁阿婆家人打开了自家安
装的监控录像$ 也进一步证实了是那
名谎称%熟人'的妇女$在给梁阿婆%按
摩' 时$ 乘机偷走其身上几千元现金
的&

&

日上午$ 记者来到梁阿婆家中
采访$观看了事发当日的监控录像&

录像中显示 (

#

日中午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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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许$一名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裤子$挎
黑色皮包 $年约

'$

岁的妇女 $站在梁
阿婆家门口不停地徘徊$约

#

分钟$这
名老妇便进入梁阿婆家中$径直走向
坐在家中的梁阿婆$显得非常从容&

期间$这名老妇还折出门外打了
几分钟的电话$即便是梁阿婆的女儿
两次回到家中$老妇还是大摇大摆的
进出$并不停地与梁阿婆交谈&

#

时
"$

分许$ 这名老妇开始给梁
阿婆%按摩'身体$仅仅过了

&

分钟$只
见老妇将一个东西塞进自己的腰部&

紧接着$ 老妇便转身离开走出门外$

快步往西走去&

从进入梁阿婆家$到再次进入家
偷走数千元$如此胆大让人气愤&

事发后$梁阿婆家人最终选择了
报警& 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母
亲的遭遇 $ 并将盗贼的录像公布于
众$以免再有其他市民上当& 目前$辖
区派出所已介入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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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入居民家中行窃老太被盗走近!"""元

公布盗贼面容 以防他人上当

兑奖时# 小陈表示要从奖金中
拿出

&

万元钱委托省体彩中心捐给
福利院# 希望可以帮助那里的孤残
老人和儿童改善生活# 让他们能够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最后# 小陈表
示# 以后还会继续购买体育彩票#

继续支持国家的公益事业# 每期根
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投注# 在为

自己赢得中奖机会的同时# 也能为
国家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还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一举三
得# 何乐不为*

当场捐款#万元给福利院 以后还要继续买彩票

体彩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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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最后一期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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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头奖!单期狂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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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开奖的大乐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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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国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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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头奖!其中
#

注追加!每注多得
#""

万元"我省海口一位彩民追加投注命中一等奖!奖金
&""

万元"正当人们议论这注大奖

得主究竟是何人时!不曾想到在
&""

万大奖开出的
#&

个小时后!大奖得主
&"

后小伙子小陈火速现身省体彩中心兑取了大奖"

本报记者 刘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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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后蒙面领走(%%万
头件事给母亲做手术

小陈是外地人# 自幼跟父母在
海南生活# 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
作# 在他工作后父母就离开了海南
回到老家&

小陈说(%目前他还没有把中奖
的事情告诉父母#等找时间再说#现
在还不知道怎么对他们说# 怕他们

担心& '小陈是个孝子#他表示计划
把奖金留一部分给父母用来养老&

同时他的母亲患有心脏病# 他要拿
出一部分奖金给母亲做手术&

在谈到自己未来的憧憬时#小
陈说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规划#不过
他会考虑先给自己买一套房子#以

及改善家人生活质量& 小陈现在在
一家通讯公司打工#每月收入有三
千多元 #生活倒也过得安逸 #小陈
表示不会立刻辞职去创业#他还会
继续像以前那样工作+生活&

孝顺小伙为父母着想 奖金一部分给他们养老

谈到这次中大奖小陈表示$开奖当
天晚上他就上网查到了中奖号$核对了
一遍发现自己的一注号码全部中了$但
是他当时不太确定能中多少$直到第二
天看了南国都市报的报道$才确定自己
真的中奖了& %当我发现中了我省超级
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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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大奖$十分高兴$就第一

时间给自己堂哥打电话报喜$并相邀一
起兑奖&

虽然高兴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要显
露出来$我照常上班$而且也能安心工
作& '平日里的小陈主要的交通工具是
公交车$但今天他打车和堂哥一起来兑
奖$他说(%中了大奖还能不打车来吗! '

皮肤白净+ 文静帅气的小陈$ 是
个

!$

后年轻伙子$ 他兑奖时自言是资
深的老彩民了$ 购买体育彩票至今已
有十几个年头& %我可是体彩超级大
乐透+ 七星彩的铁杆粉丝$ 差不多期
期不落& 一般投注金额在几元到二百
元之间&' 他笑着说& 当问到为什么会
如此喜欢买彩票 $ 小陈表示一方面 $

年轻人缺钱嘛$ 希望中奖$ 还有干什
么事情都要有坚持的精神$ 买彩票也
贵在坚持& 一般当天什么彩票开奖他

就买什么彩票$ 这个习惯坚持了十几
年了$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这
种坚持终于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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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大奖&

面对几百万元的意外收入 $ 这
样的高额奖金是多少年轻打工者所
不敢奢望的 $ 而前来兑奖的小陈却
一脸镇静 $ 举止和谈吐都表现得非
常淡定和沉稳 $ 从外表上丝毫看不
出是个刚刚中得大奖的人 & 他说 (

%现在几百万也不算太多钱 $ 虽说有
幸中大奖$ 但还要有平常心&'

凭着
)

年来对超级大乐透游戏玩
法的了解$ 小陈投注时一般选择追加
投注$但在投注时也不特别讲究技巧$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机选号$ 偶尔凭感
觉自选号& 他说(%以前自己也跟过一
阵子号$ 并且是自己很喜欢的一组数
字$可是幸运并没有降临& '曾经中过
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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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奖金$ 至今让他印象深
刻$也津津乐道地多次向他人提及&

小陈在海口国贸上班$ 他习惯下

班后路过附近的投注站$ 买上自己钟
爱的彩票&

#$

月
%#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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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右$他路
过公司附近的

$#$%'

体彩投注站时机
选了

)$

元各种彩票后就准备离开& 突
然又发现口袋里还剩下

'

元零钱$他就
拿出来让销售员继续给他机选

&

注追
加大乐透& 他觉得%

&

'是个好寓意$好
事成双嘛& 没想到就是这张意外的

'

元
票就给他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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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巨奖$真是太幸
运了&

兜里刚好有)块零钱 机选追加斩获大奖

看了, 南国都市报) 确定自己中大奖

年轻的% 资深'彩民 中奖表现很淡定

小陈!全副武装"领走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