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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沈王
紫 奚悦）为了阻止妻子回老家，一男
子竟谎称她被“绑架”了。结果，惊动了
警方，而这名鲁莽男子也因报假警而付
出了代价。昨天，该名男子黄某被处以
行政拘留五日。

“我老婆被人绑架了！”前天，镇海
男子黄某急匆匆地来到蛟川派出所报
警，称联系不上妻子吴某。值班民警一
听，赶紧将这个案子报给了上级部门，

“绑架案非同小可，我们全所上下的人
都绷紧了神经。”

当晚8时，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判
断吴某应该是乘坐了一辆开往贵阳的
大巴车。从报案人黄某提供的信息看，
这可能不是一宗单纯的绑架案件，疑似
是一场传销骗局，而吴某很可能踏上了
前往传销窝点的路。

民警很快找到那辆车，同时，也通
过司机联系上了吴某。“我没和他说我
被绑架了，他骗你们的！”在电话里，吴
某情绪激动，断然否认自己被绑架的说
法。随着吴某的讲述，民警终于厘清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吴某的父亲最近要过七十大
寿，她想回趟老家陪父亲过生日。但丈
夫黄某嫌来回路费太贵，两人由此产生
了矛盾，一番争吵后，吴某一赌气，就收
拾行李自己回老家去了，还把手机关
机，不想让丈夫联系上她。

黄某发现妻子“离家出走”，又急又
恼，动起了歪脑筋。黄某说，他之所以
报警说绑架，只是为了引起警方的重
视，这样才能很快找到妻子。

事情的真相，让忙碌了一晚的民警
们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如果他讲实话，
我们肯定会帮忙解决，绕了这么大个圈
子，浪费大量的时间和警力，还把自己
搭进去了。”据了解，由于黄某故意“报
假案”，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赵增富今年87岁，原籍山东，1951年
因“南下调干”来到宁海，1993年在建行宁
海支行行长岗位上离休。他是宁海县慈善
总会的老熟人了。每次老先生一来慈善总
会，楼下的保安小刘就会通知工作人员，大
家也都赶紧去扶一把老人。

“每个工作人员都认得他。老人腿脚
不方便，爬个楼梯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们跟他说让他有事打我们电话，我们会
去他家里。可他却总是怕打扰我们工作，
自己骑辆女式自行车来总会。”宁海县慈
善总会工作人员周晓婷说。

赵增富先生和夫人王东一直热心于慈
善事业，数次向县慈善总会捐款。从2003
年宁海县慈善总会开展“慈善一日捐”以
来，老夫妇俩就开始捐款，从一开始的每年
600元，到2006年的每年1000元，2010年
夫妻俩的退休工资涨了，他们便将捐款上
升到了每年10000元，16年间共向县慈善
总会捐款126000元。

“2月26日他还特地送来10万元善款，怎么第二天突然就走了……”昨天，听闻
赵增富老人离世，宁海县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都惊愕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老人
送来10万元善款作为脱贫慈善基金和特殊党费，竟然是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妻子回老家为父祝寿
丈夫报警称她被绑架
一男子报假警
被行政拘留五日

今年春节后，老人已经来了总会不下三
趟。他说，年前想着这10万元存款要到期
了，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没把这件事落
实好，总是被梦惊醒。

赵老夫妇的这份心意实在令人感佩，也
有人劝赵老不要将这笔钱捐掉，毕竟年纪大
了，留下这笔钱可以养老也可以安排自己的
后事。老人却不愿意听旁人的劝说，反而想
尽快将这笔钱打给慈善总会。

于是，宁海县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尽快
拟好了“脱贫慈善基金”的协议书，送到老人
家里完成了签约，赵老当即签完协议书。2
月26日，他就打齐了10万元。打完款，他又
骑着自行车到宁海县慈善总会，把存单拿给
工作人员，说已把钱存到了总会在建行开设
的账户。

“老人说，自己是建行的老员工了，存款
自然也要存建行，这样对他们的存款考核也
好些。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他人着想的好
人，却从不曾考虑自己。”工作人员说。

记者 王颖 边城雨 通讯员 蒋佳颖

就在两周前，老人又骑着自行车来到
了宁海县慈善总会。这一次，他说要把自
己已经到期的10万元存款取出来交给慈
善总会代管，并设立“脱贫慈善基金”，40
年后，由慈善总会代他将这10万元本金上
交县委组织部作为特殊党费。这期间产生
的利息用于救助贫困家庭。

老人说，他设立这个基金的初衷是
为了让更多的党员参与慈善捐款，自己
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要以身作则，起
带头作用。

宁海县慈善总会副会长贝跃东介绍：
赵增富入党60余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也
有20多年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
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
下成长的，所以什么时候都要牢记自己是
共产党员。”他用交特殊党费的形式，回报
党组织对他的关怀。

经常骑自行车
来慈善总会

10万元存款做特殊党费

没把这件事做好
总是被梦惊醒

这位87岁的老党员走了

离世前一天他还捐赠10万元存款

赵增富签订“脱贫慈善基金”协议书后，手拿荣誉证书拍照
（2月21日摄）。 新华社发（陈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