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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车软件下个“
大单” 哄着的哥帮忙充Q币

“客户”收到2000元Q币后失联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昨天上午，出租
车司机余师傅， 通过滴滴软件接了个大
单 ，“从沌 口的 武 汉豪 生 酒 店 到 天 河 机
场。 ”余师傅飞奔到酒店楼下，这时候，客
户打来电话说，他正在收拾行李，让余师
傅在等候间隙，帮他去买网卡。 余师傅来
到一家电信营业厅， 将电话交给店主，电
话中，客户指导店主往一个QQ账户充了
2000元QQ币。 充完还没付钱，余师傅准
备打电话向客户确认，发现客户已经不接
电话了。 余师傅因此拒绝付钱给店主，两
人扯到了派出所。
余师傅说，他是个出租车司机，昨天
生意清淡，在上午10点钟，他突然从滴滴
软件上接到了一个客户的单子，该客户要

从沌口的武汉豪生酒店去往天河机场。大
单从天降， 余师傅火速赶到酒店楼下，这
时候， 客户又在电话里请余师傅稍等片
刻， 并用这个时间帮他去附近买网卡，一
会见面，他给余师傅付购买网卡的费用及
来回的路费。
余师傅说， 自己不懂什么是网卡，对
方则表示，“到了营业厅，你只管把电话给
营业员。”余师傅答应了，他先是到了一家
网吧，对方表示，没有网卡卖，也不知道他
说的是什么东西。余师傅又来到旁边的电
信营业厅，说明来意，拨通客户电话，并将
手机交给店老板，店老板便在电脑上按照
客户指引进行了操作。 操作了两次，共用
了2000元。

当店老板向余师傅要钱时，余师傅愣
了，买了什么要2000元？ 店主说，对方电
话里让他分两次共充2000元QQ币。 她还
专门问谁付钱，客户在电话里称，余师傅
付钱。 充完2000，对方还让店主再充，店
主觉得可疑才停下了。
余师傅有些不解， 打电话给客户，结
果对方不再接他电话。
觉得被骗了， 余师傅拒绝付款给店老
板，他觉得，这个操作过程有疑点，店老板没
有及时提醒他。 而店老板觉得，一方面，余
师傅没说明电话里的人他并不认识，另一
方面，是余师傅让她按照电话里这个人的
说明进行的充值。 所以，余师傅应该付钱。
为此，两人一直扯到蔡甸开发区派出所。

在派出所，双方各说各的理，店家还
向记者提出怀疑： 余师傅和骗子是一伙
的。
昨天，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李澍青
律师认为，余师傅与这名滴滴客户是一种
口头委托关系，余师傅带着这层关系去购
买相应的物品，理应要付款。虽然，这个委
托过程带有欺诈行为。不知情的店家按照
余师傅的说明，接受了电话客户的指引进
行了这一购买操作，从而陷入骗局。 这个
过程，余师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店家也
有核实不足，没有及时止损的问题。 如果
警方破案，所有损失都应该由这名滴滴客
户承担。 若骗子没有归案，双方应该根据
过错大小，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

供水主管“穿孔” 居民家变“水帘洞”
水务集团提醒：居民遇类似情况可申请维修，一般不会收费

武汉市公交集团 武汉晚报 合办

婆婆突发高血压头晕目眩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前天傍晚，汉
口万松园小区，83岁的余爹爹家中天花
板上突然四处漏水，家里变成了水帘洞。
水来自4楼一个烂穿孔的主供水管（见右
图），而四楼家中无人。 余爹爹四处求助
多个部门，均表示无能为力。 在水中泡了
2个多小时，有懂行的居民关掉了整栋楼
的总阀，才止住水。 受淹的除了余爹爹家
还有另外3户。 昨天，水务集团做了维修，
不过， 因为该主供水管产权不在水务集
团，所以，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 水
务集团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主供水管未
移交却已老化严重的情况在市内普遍存
在，产权虽不在水务集团，但市民可以提
出维修申请，以免遭淹水祸患。
前天下午4点左右，万松园小区52栋
1单元3楼的余爹爹在家闲坐时， 发现屋
里竟然滴滴答答下起“雨”，他抬头一看，
天花板一条条水痕出现， 并不断渗下水
来。 没几分钟，这水就越来越大，最后变
成哗啦啦的“大雨”，很快连挂在墙上的

空调都被“淋湿了”。
余爹爹先后向居委会、 各部门的热
线求助，答复是无能为力。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漏水事件中，该
栋共有4户遭殃。
当晚6点，4楼居民赶回家， 大家一起
进门查看发现，是厨房的一根主供水管因
老化烂穿了个洞。 水就是从这个洞喷出来
的。 发现漏水点后，懂行的居民在一楼关
掉主供水阀，全楼停水，漏水才止住。
当晚，余爹爹只好外出借宿，另外3
户居民家中电器、 家具等也有不同程度
受损。
昨天上午，水务集团维修人员赶来，
将这节烂穿孔的管道更换。
水务集团负责故障勘察的陈先生表
示， 这栋房子主供水管并未移交水务部
门， 产权不是水务集团的， 所以按照规
定，水务集团不会赔偿。 目前，公共主供
水管没有移交水务集团的情况在老旧小
区普遍存在。 居民发现这些水管有漏水
隐患， 可以通过社区向水务部门提出申
请， 如果符合条件， 水务部门会给予维
修。 一般情况下，维修不会收取费用。

青鸾路上有堵危墙快垮了
附近居民盼解决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孙笑天）昨天下午4点30
分，市民金女士小心翼翼地走过家门前的
小胡同。 胡同一侧，有一堵发生倾斜的围
墙，金女士担心这堵墙随时会倒下来。
昨天，读者刘先生致电武汉晚报新闻
热线82333333反映， 江汉区青鸾路上有
一堵危墙，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妥善处
置。
武汉晚报记者闻讯赶到现场看到，这
堵围墙位于青鸾路中段的一栋4层民房
下，墙高3米多，长约50米。 围墙根部潮
湿，墙砖腐蚀严重，导致围墙发生倾斜（见
左图）。
围墙与隔壁的楼房相隔1米多，形成
一条小胡同。 刘先生说，附近近百居民出

行都要经过这条胡同。 雨季来临，围墙长
期面临雨水冲刷，附近居住的老年人担心
围墙倒塌，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向相关部
门求助，解决这个安全隐患。
居 民 金 女 士 已 经 在 这 里 住 了 30 多
年。 金女士介绍，几年前这堵墙就有些倾
斜，去年，墙另一边的房子拆除后，这堵墙
倾斜得愈发严重。 居民们在这里走过，都
忧心忡忡，担心墙体会突然垮塌。“巷子这
么窄，墙真的倒了，躲都没处躲。 ”
昨天下午5点， 记者向常青街詹家墩
社区反映此事，工作人员跟随记者一起前
往现场查看后，表示会立即向城管等相关
部门提交申请，解决安全隐患。
记者孙笑天摄

江汉路附近3处电缆坑爆燃起火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昨天下午2点左
右，江汉路中山大道口，交通路附近，江汉
路胜利街附近，3处路面上电缆沟突然爆

燃，白烟滚滚。 所幸，电缆沟上盖板并未飞
起伤及行人。 事发后，附近商家帮忙灭火。
电力部门赶来，掀开发现是电缆起火。 受

此影响，江汉路步行街上，不少商户因此
停电。 电力维修人员表示，将尽快修复。 昨
晚大部分受影响区域已恢复供电。

好心公交司机
搀扶300米送医
本报讯 （通讯员卓利华 方应华
“你们这位公交师傅真是
记者孙笑天）
太好心了，要好好表扬。 ”昨天上午9
点，光谷公交787公交站点接到一名男
子电话，感谢787路一名公交驾驶员热
心救助他母亲， 让突发疾病的老人家
及时得到救治。
“师傅，我头好晕啊！ ”6月16日上
午10点40分，787路2020号车驾驶员
杨槐驾车 行 驶至 关山 大 道大 彭 车站
时，车厢内突然传来求助声。
杨槐回头发现， 一名50多岁的女
乘客，脸色苍白，左手紧紧抓在车厢的
扶手上。 他连忙停稳车，来到这位乘客
身边询问。 这名乘客右手拿出了手机。
杨槐连忙按照提示， 给这位乘客的儿
子打通了电话。
到了关南公交场站， 杨槐停稳车
辆，把这名乘客从座椅上扶起来，小心
翼翼搀扶着她从后门下车。 之后，杨槐
搀扶着这名乘客，步行300米，把她送
进关南社区医务室。
婆婆的儿子介绍，婆婆姓张，今年
58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这次突发
疾病，可能是中午没有吃饭导致，当日
家人赶到后， 经医务室救治已无大碍
后离开。

中年男子江中游泳遇大浪

岸边救生圈
助其成功脱险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 双V记者童
汉芳）在武昌汉阳门长江大桥水域，黄
鹤楼冬泳队在岸边用长绳固定投放了
3个救生圈，以备急时之需。昨天下午，
这几个救生圈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一
名中年男子在该水域游泳遇险， 幸亏
抓住了一个救生圈，才侥幸逃过一劫。
昨天下午5点34分左右，35岁的张
和平独自一人来到汉阳门江边游泳。
正当张和平游得高兴时， 突然江
面掀起了大浪， 他一慌张就喝了好几
口江水，身上的救生包也漂走了。慌乱
之中看到岸边一个救生圈距他较近，
他奋力前游才抓住救生圈。 在岸边一
名男子指引下，张和平终于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