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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网上兼职被骗4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老人突发急病摔倒
男子坐地用腿垫头

网售神药吃了包生男孩？真相：服用有损健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冯锐

广告

吴和发 市中医院供图

重庆商报讯 “花费数千元
从网络上买到秘方，服用后生男
孩的概率可达 98%左右”……近
日，记者发现，多款号称可以决定
胎儿性别的“神药”在网上热卖。
这些“神药”究竟是什么来路？销
售者又是如何迷惑消费者的呢？
记者昨日对此进行了调查。

“生男丸”已下架
同类商品依旧泛滥

记者昨日调查发现，网上热
传的“生男丸”目前在淘宝上已没
了踪迹，但其他声称具有相同功

效的产品仍有不少。
这些店铺大张旗鼓地售卖号

称能决定胎儿性别的药品。记者
看到，这些药品贴着“纯天然”、

“民间偏方”、“传统滋补”、“纯中
药”等标签，既有可服用的药粉、
药丸，也有一些外用药水，采用冲
洗的方式。这些药的价格从几十
元至上千元不等，有些以一服药来
计算，有些则以一个疗程来计算。
大部分店铺的关注量都在100人
以上，个别店铺多达上千人。

多是“三无产品”
想尽花招诱惑消费者

记者发现，大部分商家都在

商品描述页面宣称自己的产品
功效非常强，且配上了众多据称
是用过该产品的消费者评价截
图，以及各类“张医生”、“刘医
生”、“李医生”的照片。据悉，这
些 产 品 基 本 上 都 是“ 三 无 产
品”。不过大部分商家都称，因
为是祖传配方，所以才无法申请
任何批准文号，是为了造福他人
才出售的。

甚至有一些店铺产品标价仅
为1元，点击进入后，没有任何交
易记录，而卖家在整个页面突出
显示自己的QQ号或微信号。也
就是说，网购平台更多是起到引
流作用，将消费者引入更私密的
社交平台上。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添
加了一位店主的微信。该店主
称，自己的产品都是中药配方，无
副作用，并一再表示服用该药后
生男孩的概率高达98%。

服用“生男丸”有损健康
改变胎儿性别药物不可信

这些药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吗？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了大
量带有疑问的消费者在咨询，甚
至在全国多家医院的咨询网站
上，也有消费者留言询问“生子
丸”、“优生散”等是否可用。记者
随后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均对
这些网售神药提出了质疑。

多位医生则告诉记者，“X
精子耐酸、Y 精子耐碱”只是一
种民间传闻。目前，医学界尚
未公认有药物可以左右胎儿的
性别，网络上销售的所谓秘方，
都是骗人的。另外，生男生女
主要看精子和卵子怎么结合，
XX 为女孩 XY 是男孩，结合的
概率都是 50%，受精的那一瞬
间就决定了，你吃任何药物都
没有办法改变。

此外，医生还提醒市民，国家
已出台明文规定，不准生产或售
卖可以改变胎儿性别的药物。市
民在备孕期服用所谓的“生男
丸”、“优生散”，轻者损伤肝肾，重
者导致胎儿畸形。

重庆商报讯 8月5日晚8时许，在巴
南区土桥，一位老大爷外出散步时突发意
外，摔倒在路边。一位好心男子见状，坐在
地上，将老人头部扶起放在自己的腿上，以
缓解老人的痛苦，同时拨打了110求助。

老人散步摔倒在地

巴南区花溪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后，立即赶到现场。民警在土桥立交转
弯坡道上发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躺
在地上，表情痛苦，正在不停呻吟。在老
人身旁，一名年轻男子坐在地上，将他的
头部扶起放在自己的腿上，以缓解老人
的痛苦。民警随即将警车停放在来车方
向，以保护老人安全，随后又联系120到场
急救。由于老人口齿不清，民警反复询问
后才得知了老人的身份信息和事发原因。

原来，老人姓周，今年75岁，家住九
龙坡区。当天傍晚，周大爷独自出门散
步，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巴南区土桥附近。
当时因天气炎热，灯光昏暗，老人身体不
好又长时间行走，不小心就滑倒在地。

好心男子坐地扶住老人

据年轻男子介绍，他姓贺，就住在附

近，当晚散步回家途中，看见前方一名老
人不小心滑倒在土桥立交转弯坡道上。

“这里车流量大，又是转弯处，老
人处境非常危险。”贺先生说，他发现
这一险情后，赶紧上前救助。虽然是
晚上，但经过一天烈日的炙烤，地面温
度依然比较高。为了减轻老人痛苦，
贺先生仍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将老
人的头部扶起轻轻放在自己的左腿
上，同时拨打了 110 求助。十多分钟
后，贺先生就已满头大汗，后背的衣服
也被汗水打湿了。

根据周大爷提供的信息，民警查到了
他的家属电话，将老人的情况通知了家
属。见120救护车赶到，好心人贺先生这
才离开。不管民警怎么询问，他都不愿说
出自己的身份信息，只说这是一件小事，
不值得一提，随后就消失在夜色中。

突发脑梗塞无生命危险

经医生诊断，周大爷系突发脑梗
塞，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随后老人的
家属赶到，对民警和热心市民的帮助感
激不已。

民警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市民，最
好不要让老人独自上街，避免突发疾
病，造成严重后果。同时，子女可制作
联系卡让老人随身携带，以便发生突发
事件后可及时联系到家属。

重庆商报讯 到派出所领回
失物，是理所当然。但如果这东
西是偷来的，还会这样从容么？
这不，近日就有两名“笨贼”到派
出所想取回赃车，结果被民警顺
藤摸瓜一锅端。

据介绍，8月3日凌晨，两名可
疑人员在含谷镇辖区盗窃摩托车
时，被巡防队员发现后弃车逃逸。
九龙坡区含谷派出所民警将现场
遗留的两辆作案嫌疑摩托车推回
了含谷派出所，发现该摩托车是被
盗物品。谁知3日早上9时许，一
名陌生男子居然来到派出所，自称
是帮朋友来要回被推走的摩托车。

失主这么快就知道摩托车被
找回来了？民警立即察觉有异，
便故意让该男子回家去拿证
件。随后，民警利用视频追踪，
发现该男子居住在白市驿牟家
村辖区某路段。8 月 5 日 11 时
许，两名陌生男子又在派出所门
口逗留，随后很快离开。民警很
快确定，其中一人就是之前准备
来取摩托车的男子。为了防止

嫌疑人毁灭证据或逃逸，民警对
其住宿的路段进行了地毯式排
查，终于在一住宅楼下发现了视
频中的可疑车辆，并随即在该车
辆周边布控。

8 月 5 日 16 时许，民警在布
控摩托车处将盗窃嫌疑人谷某抓
获。随后，根据谷某提供的线索，

民警又顺藤摸瓜抓获其同伙刘
某；又通过刘某交代，抓获刘某曾
经的同伙董某。民警经过调查，
发现三人共盗窃摩托车、机动车
电瓶十余起。同时，民警根据三
人的交代，共查获赃物摩托车 4
辆、机动车电瓶27个，及时为群
众挽回了经济损失。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上午 11 点多
钟，渝中区李子坝小学附近有两名工
人因触电昏迷躺在地上，身边的工友
焦急万分。虽然拨打了120，但救护车
因为堵车一直未到。就在这时，一辆
路过的救护车恰好经过，被众人拦下
求救。司机吴和发于是紧急将两名伤
者送往市急救中心。

工人触电 市民拦车求助

昨日上午11点半左右，市民邓明鉴
经过渝中区李子坝小学外的停车场时，
突然看到路边围了许多人。他走近一
看，发现有两名年轻民工躺在地上，已
经昏迷。他询问后得知，两名工人是附
近一工地的工人，因为触电急需送医。

邓明鉴和周围的群众见状，立即拨
打了120。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
家还为两名伤者进行了心肺复苏术。
等了一会儿，邓明鉴见救护车还没来，
便走到马路旁张望。这时，他发现一辆
印着市中医院字样的救护车驶来。“停
一停！停一停！救人！救人！”邓明鉴
看到，虽然这辆车不是市急救中心的救
护车，但他根本来不及多想，就上前拦
车求助。这时，围观的群众也冲了出
来，一起拦下了这辆救护车，并说明了

要送伤者去医院的紧急情况。

路过救护车紧急送伤者

据了解，开车的师傅吴和发今年
42 岁。他告诉记者，当天中午，他是
从重庆市中医院道门口院部返回南桥
寺院部，恰好路过李子坝。“因为只是
返回医院，当时我车上并没有医生和
护士，只有我一人。”吴和发说，因为每
一辆救护车的出车都有路径、时间要
求，必须按照医院的规定行驶。“但我
知道，电击伤者必须马上送医，否则有
生命危险。”吴和发表示，想到市急救
中心也不远，于是他立即让大家将其
中一位伤势较轻的伤者抬上车，紧急
往急救中心开去。这时，市急救中心
的 120 救护车也赶到现场，快速将另
一名伤者送到医院。

“我不能见死不救”

吴和发送完伤者后，立即返回市中
医院，比原本规定的时间晚了约半小
时。“我还担心违规行车会受到医院处
罚，没想到车组长听了我的情况后，并
没有责罚我，还对我提出了表扬。”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不
能见死不救。”吴和发表示，这也是一名
救护车司机应有的基本素质。

两名工人触电昏迷
众人拦车紧急送医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实习生 熊宣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讯 8月5日深夜，一
名的哥就载了4个光着膀子、满口酒
话的醉酒小伙，不料4名乘客很快发
现，司机竟然不见了。为了保证车
辆安全，4个小伙子只得一直帮司机
守着出租车。

前天深夜 10 点 20 分，沙坪坝
110民警朱城圣驾车巡逻至沙坪坝
双碑转盘附近时，被路边一名年轻
男子拦住了。经询问，得知30多岁
的罗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罗
先生说，大约在10分钟前，他在双
碑附近的一个家属区接了4名男乘

客。4人都是年轻人，而且身上有
浓浓的酒气。“他们一上车就把上
衣脱了，打着光膀子，还让我带他
们去‘好耍’的地方玩……”罗师傅
说，他心里越来越害怕，这几个醉
汉没有说明目的地，在车上又酒话
连篇。当车开出约一公里来到双
碑转盘附近时，罗师傅一脚刹车将
车停在路边，开了车门就跑下去求
助，留下4名乘客在车里。

民警发现，罗师傅拦下警车的
位置，距离他停下出租车的位置，有
200多米远。“他（罗先生）过了天桥，
还跑了一段路，才在路边拦下我们
警车的。”可见罗师傅当时心里确实

很害怕。当110民警找到罗先生的
出租车时，4名醉酒的乘客看到民警
也蒙了。其中一名醉酒小伙小陈告
诉民警，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醉酒
后高兴了，说了一些酒话。当他们
发现司机离开，顿时也蒙了。“车钥
匙还在车上，火都没熄！车里的东
西我们也不敢乱动，想换辆车吧，又
怕走后财物丢失，司机会追究。”于
是4人商量后，只有傻傻地在车上等
司机回来，结果等来了警察。

经过一番解释后，双方都松了
一口气。最后民警还是告诫醉酒
的小伙子们，应注重自己言行，以
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4醉汉打赤膊说酒话“吓跑”司机帮忙看车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讯 网络兼职为人们提供
了足不出户的赚钱机会，但由于互联网
的虚拟性，网络兼职诈骗也时有发生，一
不留神容易遭遇诈骗。8月4日，荣昌市
民小吴就遭遇了网络兼职诈骗，骗子宣
称建网站卖广告可月入 6000 元。信以
为真的小吴最终将4万余元“刷”到了骗
子账户中。

荣昌市民小吴是一名外卖小哥，跑
外卖的收入只能维持每个月的基本开
销，赚钱心切的他想通过网络兼职多赚
钱。“坐在家里月入6000元！本金收益
全额返还！”8月2日，小吴上网找兼职时
发现了这样一条诱人的兼职广告。小吴
当即联系上对方，对方表示，只要建个网
站就能通过出租广告位赚钱，收益通过
网站账户提取。

信以为真的小吴于是在对方指导下
投资 2万元建了一个网站，并得到了账
号、密码。一名“客户”通过网站上的信
息联系了他，称要租用 30个广告位，租
期半年。很快，双方谈好了租用总价 5
万元。此时，“客户”称小吴网站上的广
告位不够，准备另外找人合作。眼看到
手的生意要黄，小吴赶紧联系“广告联
盟”的工作人员，提出要升级网站，多做
10个广告位。对方则称，升级网站需再
投资1.5万元。

小吴再次支付 1.5 万元升级网站
后，与“客户”达成租用协议，“客户”向
小吴的网站账户“转账”5 万元。小吴
登录账户查看，发现自己的账户内果
然有 8.5 万元，短短半天时间，自己投
资的 3.5 万元竟变成了 8.5 万元。兴奋
之下，小吴赶紧联系“广告联盟”工作
人员提现。对方称提现可以，但为保
障“客户”权益，必须缴纳 5000 元保证
金，24 小时后才能提取。小吴又向对
方转账 5000元。8月 4日，小吴再次打
开网站时，发现本金和收益还是不能
收取。他拨打对方的电话，却发现曾
经多次联系的电话已经全部打不通
了，QQ、微信也被拉黑。他这才明白
上 当 受 骗 ，于 是 来 到 当 地 派 出 所 报
警。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重庆商报讯 8月 3日晚，渝北双凤
桥赵先生的微信支付密码被人盗走，将
银行卡内的13000元转走。谁知转走这
笔钱的，正是自己未满15岁的儿子。赵
先生气得报了警，并扬言要跟儿子“断绝
关系”，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8 月 3 日晚 11 点，双凤派出所民
警 接 到 报 警 称 ，有 人 被 诈 骗 13000
元。民警立即对该警情进行核实。报
警人赵先生（化名）称，他的微信绑定
了银行卡，不料微信支付密码被人盗
取，银行卡里的钱被人转走了 13000
元，手机微信上还有转账记录。民警
反复询问后，赵先生才道出实情，钱是
被自己未满 15 岁的儿子转走的。“拿
到钱后，儿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手机
也关了机。”

赵先生是外地人，来重庆多年，靠收
废旧物品维持生计，平时省吃俭用，存款
不多，儿子的这种行为让他心寒。他用
微信给儿子留言称：“从此以后，你我断
绝父子关系”。他认为，既然跟儿子断绝
了关系，儿子偷偷拿他的手机从微信转
账行为就是偷盗行为，希望民警立案调
查，并帮忙挽回损失。

民警随后告知赵先生，小孩还未成
年，心智很不成熟，正处于叛逆阶段，需
要好好地引导、教育，“断绝关系”只会让
孩子误入歧途。对于民警的解释和建
议，赵某表示接受。

儿子微信转走万余元
父亲气得报警要追责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钟尧

重庆商报讯 石柱警方昨日发布消
息称，据统计，自7月旅游季以来的一个
月里，黄水派出所共接到寻人走失案件
34起。幸运的是，这些走失的人员已经
被全部找回。

8月 5日，正逢周末，石柱县黄水镇
迎来了第三个旅游高峰期，全国各地游
客纷纷来到黄水镇避暑。当天上午，黄
水派出所民警正在疏导交通，发现了一
位走失的老婆婆，于是将老人带回了派
出所。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老婆婆今
年已85岁高龄，来自江北区，7月份随家
人一起到黄水镇避暑。没想到老人当天
走出小区后，因路上人流量和车流量太
大就迷了路。民警通过多方走访调查询
问，最终与老人的女儿取得了联系，顺利
帮助老人回家。

据悉，黄水派出所一个月以来，已帮
34名走失人员找到了家人。民警提醒市
民，家中如有老人、小孩外出，最好要有
专人陪伴。

景区派出所民警
1个月帮忙找回34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徐勤
实习生 郭羿君

贺先生坐在地上，将老人头部扶起放在自己的腿上。 巴南警方供图

“笨贼”到派出所想取回赃车 被民警顺藤摸瓜一锅端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重庆商报讯 8月 7日，一位
老婆婆颤抖着将手中的锦旗交到
了凤山派出所民警手中。老人激
动地告诉民警：“谢谢你们，我真
的没想到，我女儿 8 年前被盗的
7400元，如今竟然还能找回来。”
原来，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
民警近日侦破了一起8年前的盗
窃案，并说服犯罪嫌疑人将当年
所盗现金全数归还给了被害人，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据介绍，2009年 9月初，长寿
区的付女士在银行取款后，粗心
地将银行卡留在了ATM机内就
离开了。当她想起后急忙去挂失
时，才发现卡里的7400元已经被
人盗取了。当年凤山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报案后，很快赶到现场
提取了视频监控，发现一名中年
男子在付女士离开后，分 6 次在

ATM机上取走了她卡里的 7400
元。因当时视频像素不好，周边
视频监控设备也不完善，无法识
别和追踪犯罪嫌疑人。

在这些年对视频上百次的回
放和坚持不懈的寻找中，有民警
认出当年在ATM机上取款的男
子，疑似现居住在凤城街道的生
意人蒋某。7月 26 日，民警通过
反复对比后，将蒋某传唤到派出
所讯问。在证据面前，蒋某承认
自己当年因一时贪念，盗取了付
女士的 7400 元。办案民警朱波
和廖尹对蒋某做了一整天的思想
工后，次日蒋某拿着借来的7400
元，还给了付女士。

据了解，当时接到民警电话
时，付女士还一度以为是诈骗电
话。直到她来到派出所领回7400
元现金后，才相信这是真的，并对
民警连声道谢，同时对蒋某当年
的行为表示谅解。目前，蒋某已
被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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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盗取7400元 民警8年后悉数追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徐勤
实习生 郭羿君

嫌疑人在指认现场 九龙坡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