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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纠错 每月一评

纠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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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纠错 每月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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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见习记者 汪永森

渠水污浊发臭!休闲不便
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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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车太多!乘车不便
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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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肖!你相信办假证的吗!我前天就遇见了"她说可

以代办学历证书"先不收钱"把照片提供给她就可以了"

于是我就和她玩了一次游戏#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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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肖! 她说让我把照片先投到邮政局门口的邮箱

里"我照办了"她说让我先赶快离开"她过
(

个多小时后

去拿$ 我没有离开"就在那儿等待"我看她到底来不来#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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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肖!她根本没有来#等了一个小时后"我用公用电

话给她打过去"说我刚才把照片送信箱里了"你拿走了

吗!她说拿走了"让我去邮政局拿个笔记个电话"还说她

就在邮政局门口的车上"正看着我呢#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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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肖!送证件人的手机号$ 我记下来后她说现在正准

备走呢"让我把钱汇到一个账户上$ 我说不是说好见到证

件再送钱吗!她让我只管把钱汇进去"不要多问"绝对会把

证送回来$ 我故意答应她"但没有汇钱$

走肖!我就是想调查一下这些骗子$ 原来他们是遥

控指挥"根本不在郑州"手机号也是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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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铸剑!晚报前两天登的%神医&骗老人养老钱的

事"最近经常发生$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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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铸剑!昨天有媒体刊登又发生了两起"在农业路

水上乐园附近"一个被骗
'

万元"一个被骗
&

万元$ 这帮

人太可恨了# 我新申请了个
))

号
*&'&+'#&(

"希望受过

骗的人加入"万一抓住他们可以互相通知"去指认罪犯$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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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铸剑!想抓骗子的市民$希望受害者的家属和朋

友都联系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抓住这伙骗子$ 我认为如

果大家在路上能留意的话"遇见这伙人还是可以认出来的$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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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铸剑!我们自己的城市"谁都有一份责任和义

务"不光是政府和警方$谁家都有老人"但愿每个人不要

等到自己的父母被人骗了才想起应该抓他们$

晚报见习记者 李丽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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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女孩还写了鼓励信"连回信的信封都送上了

!

晚报记者 张柳

实习生 刘培才

各式各样的衣服 "

大小不同的书包"一摞一

摞的笔记本' 课外书"就

好像一个%小市场&$

!

月
$

日上午
((

时"郑大新区第

三生活园区食堂前人流

如织"原来"为西部贫困

地区孩子举行的捐赠活

动正在这里开展呢$活动

负责人称" 高考结束后"

高中生倡议将
+,

铅笔

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而这个时期的高校毕业

生也有很多要处理的物

品$ 所以"学校团委和青

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了这

次活动"没想到"不但毕

业生捐物热情高"没毕业

的学生也来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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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董占卿

实习生 付首鹏

通讯员 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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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如此多的捐赠物品"志愿者笑了#晚报记者 王梓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