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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你要在%省周口&监狱里安心改造$

在监狱长的帮助下$ 咱家被骗走的
!

万元钱要

回来了''要相信法律$咱以后不折腾了$你争

取早点减刑出来( )

"

月
"#

日下午$通过长达
$%

分钟的亲情电话$ 省周口监狱二监区服刑人员

小蔡得知父母被骗的
!

万元钱被追回来了$终

于松了一口气* 他对一旁监听电话的监狱民警

说+#''要不是监狱长的及时相劝$ 我家的损

失就大了$我也不能在监狱安心改造'')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

天前$省周口监狱组

织服刑人员开展#新年向家人汇报改造成绩)活

动* 当天$小蔡满怀喜悦地向父母汇报战果$#因

改造表现好$得了两个表扬$一个记功$一个,监

狱技术能手-称号$今年 ,五一 -可能有减刑机

会)( 可蔡某听完儿子的汇报并没有称赞儿子$

而是打断了儿子的话说+#你耐心等着$ 只要你

以后能好好做人$ 这次爸妈就算砸锅卖铁也得

把你,弄出来-$今年就回家过春节( )

小蔡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判了
&

年$

$%'%

年入狱服刑$到
$%"&

年才刑满$就算干

得好$能减刑$估计最快也要到
$%"!

年了)*

蔡某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小蔡+#你不用等

到刑满释放$我和你妈最近遇到了个,高人-$能

量很大$说是只要肯花
(%

万元$就能把你从监

狱里,捞出来-* )

在一旁监听的监狱民警听完他们父子的对

话后$立即意识到小蔡家人可能遇到了骗子$就

示意小蔡向其父母问清楚情况* 蔡某通过电话

告诉小蔡$自从儿子入狱后$他们一直没有放弃

把孩子#弄出去)的想法$但苦于没有人能够#接

近高官儿)* 前段时间$蔡某的一个亲戚为他介

绍了一位#高人)$并称$#高人)在郑州生意做得

很成功$还和#省里的领导)成了铁哥们儿$经常

一块喝酒打牌* #高人)则告诉蔡某夫妇$只要

#省领导) 肯出面$#一个条子递到省周口监狱$

监狱民警就只能乖乖放人)* 不过$#省领导)一

般不肯轻易出面$得出
(%

万活动经费*

蔡某夫妇思量许久$但一想到不满
$$

岁的

儿子还要在监狱里呆上三四年$一咬牙答应了$

并表示$

(%

万元是个大数目$家里目前只能拿出

!

万元现金* 他们向#高人)承诺$最迟会在半月

内把钱筹齐$让#高人)拿着
!

万元先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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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西班牙
!"#

橄榄油!英国大吉岭红茶!法国
$%&

红
酒!澳琳达保健品!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等原装进口食品"

八一大道店#八一大道和建新路交叉口东南角
纺织路店#交通路纺织路交叉口北

'((

米路东
公务员小区店#庆丰中路中原路交叉口西公务员小区

$

区楼下
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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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邑良品!专营原装进口国外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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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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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 受雾霾天气影响$ 我

市空气一度受到污染$ 并于
)

月
)(

日达到

#中度污染)*

)

月
)(

日$ 市气象台连发两次大雾橙

色预警$ 并于当晚发布大雾红色预警$ 至此

川汇区及各县市出现能见度小于
!%

米的大

雾$ 给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

日一早$

打开窗帘放眼望去$ 记者惊讶地发现浓浓的

雾霾渐渐散去$ 被大雾笼罩的街头轮廓显现

出来*

截至记者发稿$ 虽然雾霾并未完全散

去$ 但较前一日已有很大改观* 据气象部门

预计$ 在
)!

日夜间$ 受一股南下冷空气的

影响$ 我市包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天气

将告一段落$ 雾霾有望在
)+

日逐渐消散*

左图!

"

月
"#

日" 在周口市区八一大

道与交通大道交叉口处" 行人和车辆在雾中

缓慢前行#

右图!

"

月
"$

日" 在同一处拍摄的行

人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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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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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救)亲人于囹圄$

有人#病急乱投医)$被不法

分子骗去#捞人费)*

今年
(8

岁的商丘市民

蔡某一直认为$ 儿子小蔡之

所以进了监狱是因为没人

#罩着)$千方百计想通过#高

人)花钱买通关系$将因犯抢

劫罪被判处
&

年有期徒刑.

关押在省周口监狱的儿子

#捞)出来*

最近$ 蔡某还真结识了

一位#高人)* 这位#高人)声

称只要肯花
(%

万元钱$就能

把小蔡从监狱里捞出来$#今

年就回家过春节)(

细心的监狱民警通过监

听亲情电话得知端倪后$及

时向省周口监狱监狱长谢西

良汇报* 谢西良在电话中向

蔡某宣讲了监狱减刑假释等

执法工作制度后$ 蔡某如梦

初醒$ 及时讨回了被骗走的

!

万元钱*

+,89:;<-=>)7

小蔡听完父亲的陈述$ 意识到家人可能是

遇到骗子了$ 焦急地打断父母的话+#赶紧把钱

要回来$你说的都是不可能的* )可蔡某根本不

信$还嘱咐儿子#在监狱里好好表现$等待好消

息)*

因为蔡某相信这个亲戚介绍的 #高人)#能

量大)+此人开着奥迪轿车$派头很大$还主动给

他看了自己与#省领导)一块吃饭喝酒的照片*

见父母不听劝说$ 小蔡急忙让监狱民警帮

忙说服父母$可蔡某夫妇哪里还能听进劝告* 意

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次日一大早$监狱民警立即

向省周口监狱监狱长谢西良专门汇报了此事*

谢西良认为此事不简单$ 便从小蔡处要来蔡某

的手机号码$给他打了电话* 电话里$谢监狱长

向蔡某宣讲了监狱减刑假释等执法工作制度$

要求其不要相信谗言$ 及时将被骗的现金讨要

回来*

在蔡某的眼里$监狱长的级别算是一个#高

官儿)$蔡某开始怀疑#高人)的能力了$决定再

见#高人)一次* 可是$当他赶到#高人)家中时$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就连那辆装点门面的奥迪

轿车也消失了* 打通#高人)的电话$蔡某尚未提

及此事$这位#高人)便借口有事匆匆挂断$后不

再接听蔡某的电话*

这时$蔡某夫妇急了$只好给监狱民警打电

话讨主意* 监狱民警说$ 必须先找到这个 #高

人)$然后由监狱方面介入$迫使骗子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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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蔡某来到郑州$在#高人)的住所旁

守候了好几天$才等到整天外出招摇撞骗的#高人)*

此时$这位#高人)还想继续玩花招$拒绝还

钱$蔡某便当场给谢西良监狱长拨通了电话* 电

话中$谢西良严厉斥责了#高人)$ 无奈$#高人)

只好退还了
!

万元钱* 目前$省周口监狱方面已

将这名涉嫌诈骗的男子信息通报给郑州警方*

据了解 $ 今年
22

岁的小蔡是商丘市人 *

2%%9

年$年少无知的他鬼迷心窍$和他人一起参

与了一起绑架案$ 被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

年* 服刑期间$ 在监狱民警的帮助

下$他通过学习法律$懂得了依法解决生活纠纷

的道理$由于表现良好$在
2%)2

年获得了两个

表扬.一个记功$并被监狱评为生产技术能手*

对此$省周口监狱借本报提醒广大读者$监

狱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和监外执行有着十分

严格的程序.标准和制度$全程接受执法监督和

社会监督$ 任何人都不可能违反程序和制度办

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更不可能私

放犯人* 请读者千万不要相信 #花钱到监狱捞

人)这类骗局* 线索提供 邹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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