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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把彩票扔店里
结果中了19万元奖

防胳膊疲劳之苦
用无人机来
“撑伞”

店主报警请民警见证归还
眼前是一张他人扔掉、奖金高达 19.7
万元的彩票——浙江台州市天台县某彩票
店店主庞明面对这笔意外之财，没有选择
放入自己兜里，而是关上店门上街寻找失
主。最终，他主动报警，在民警见证下将彩
票还给失主。
6 月 5 日，
庞明说，
1 日中午 11 时左右，
一
名中年男子拿着彩票到店里兑奖，
但该男子
看过中奖号码后，
将自己手里的彩票随手扔
在店里的桌上，
出门骑着三轮车走了。
庞明说：
“ 我当时在玩手机，过了一会
我看了彩票发现其中有一组号码中了二等
奖，当期奖金 19.7 万元。这是 5 月 30 日卖
出的超级大乐透 18062 期彩票，当天晚上开
的奖，开奖后我已知道自己店里卖出去一
注二等奖。原以为中奖者已领奖，没想到
这张大奖彩票的主人刚刚现身了，中了奖

的彩票还被他扔在店里。”
“如果我把这张彩票拿来自己兑奖，相
当于白捡了近 20 万元，谁都不会发现。但
是做人不能这样的，别人的东西还是要还
给人家。这个人偶尔来我店里买彩票，好
像走路腿脚不利落。”庞明说。
庞明急忙追出店外，
但已看不到中奖男
子的身影。庞明上街找了 20 来分钟后，
终于
找到了这粗心男子。交谈中，
庞明发现该男
子的表达似乎有些问题，
和他交谈经常牛头
不对马嘴，
庞明想了想后便拨通了110电话。
“接警后，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起彩票
纠纷案子，
到了店里后才意识到是让我来做
见证。我从警几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
样的报警，
我用执法记录仪拍摄了店主将中
奖彩票还给母子的过程。”平桥派出所出警
民警杨再兴说。
(摘自 6 月 5 日新浪网）

房子被他人侵占出租 5 年

在烈日下或风雨中撑伞行走，胳膊是不是很
累？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日本一家企业
发明“会飞”的伞。这把伞能够悬浮空中跟随打伞
人头顶移动，
省去人们撑伞之累。
这款“自由阳伞”重近 5 公斤，能够在空中悬
浮 20 分钟。设计人员有信心让这把会飞的伞减
重至 1.8 公斤，
把飞行时间提升至超过 1 小时。
研制企业计划 2019 年正式向市场推出“自由
阳伞”，预计每把售价 275 美元（约合 1765 元人民
币）。
(摘自 6 月 4 日《都市快报》）

过山车悬停 91 米高空
大胆游客淡定玩自拍

房主竟不知情
近日，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新牌坊派
出所民警成功调解了一起房产侵占纠纷。
这起侵占房产事件的过程还颇有戏剧性。
60多岁的王某2012年在渝北区龙溪街道
一小区，购买了一套面积 200 多平方米的房
屋。王某是一名富商，
购买了多处房产，
加上
年纪大了，
记性不大好，
时间一长，
居然将这处
房产忘记了，
以致这套房子长期空置。
居住在附近的张某经过长期“观察”，
发现王某的房子无人居住，也从来没有人
来过，便动起了歪脑筋。
2012 年年末，张某强行将此处房子的
房门撬开，进入房内。小区物管发现后，打
电话报了警。民警离开后，物管按留下的
电话却联系不上王某。加之物管发现张某
并没有继续侵占行为，便没有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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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之约婚介中心

红娘热线：
8291968
未婚小姐

未婚先生

C5205 未婚女，
1985年生， A50157 未婚男，1974 年
1.75米，
大专，
公务员，
月
1.7 米，硕士，医生，月收入 生，
6000 元，
觅 1981—1986 年 收入 5000 元，有房，觅 35
间，
本科，
有房，
本市的有缘男 岁以下的有缘小姐为伴。
A50158 未婚男，1985 年
士为伴。
C5202 未婚女，
1986年生， 生 ，1.68 米 ，大 专 ，工 程 施
1.68米,本科，
事业单位，
月收 工，月收入 7000 元，三房二
入 3000 元，
觅 1978-1988 厅 140 平方米，觅 1987 年
后生的有缘小姐为伴。
年间的有缘男士为伴。

喜讯

房屋出租

综 合
分 类

然而，
2013 年年末，
张某再次雇人，
将王
某的房子隔成小间并装修，
用于出租牟利，
小
区物管也一直未发现张某的侵占行为。
今年 5 月，
王某在清理自己的资产时，
才
发现自己在此处的房产，
便准备将这套房子
售卖。然而当王某来到自己的房子时，
却发
现房门已被更换，
自己无法进入。他通过物
管联系到了张某，
希望其停止侵占行为并赔
偿损失，
张某不愿赔偿，
予以拒绝。
王某便到派出所报了案。巧合的是，
出警民警刚好就是 2012 年制止张某侵占的
那个民警。
张某觉得肯定躲不过去了，
便同意赔偿
要求。经民警调解，
双方自愿和解，
张某赔偿
业主王某 13000 元，
并于 6 月 3 日将房屋归还
给王某。
（摘自 6 月 5 日《重庆晨报》）

●章江新区兴国路盛世江南小
区，90 平方米，精装 2 室 2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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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69807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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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士

单身男士

D05243 离异女,1978 年
生，1.65 米，硕士，教师，月
收 入 5000 元 ，觅 1968 年
后的有缘男士为伴。
D05240 离 异 女,1973 年
生，
1.60米，
高中，
护士，
月收
入 3000 元，觅 1961-1969
年间的有缘男士为伴。

B5275 离异男，
1969年生，
1.70米，
高中，
经商，
月收入1
万元左右，
有几套住房，
觅30
岁左右的有缘女士为伴。
B5272 离 异 男 ，1973 年
生，
1.68米，
大专，
经商，
月收
入 1.8 万元左右，觅相差 10
岁左右的有缘女士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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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缘 龙凤牵

近日，
美国俄亥俄州的雪松点游乐园突然断电，
三分之一的游乐设施受到影响，
载满游客的过山车停
留在半空。在等待救援期间，
过山车上的一名男子不
仅没有害怕，
还拍摄了自己被困在高空中的视频。
停电原因是一辆汽车撞到了电线杆，过山车
受其影响，悬在 300 英尺(91 米)高的半空中。在视
频中，可以看到被困在过山车上的游客都捂着脸，
害怕往下看，非常紧张。拍摄视频的这名男子却
丝毫不慌张，
有说有笑地描述这一被困经历……
(摘自 6 月 4 日新浪网）

两女子深夜点外卖
让外卖小哥打虫子
这两天在抖音平台上，一张来自大连的外卖
订单承包了无数笑点。订单下单时间是 6 月 1 日
零时，点了大连老味焖子、烤冷面、凉皮、两瓶水。
真正吸睛的是订单备注：请找一个会打大虫子的
外卖小哥，真的，不开玩笑，江湖救急，天花板上有
一只大虫子，
不敢打，
求求外卖小哥了。
这个喜感十足的抖音，
吸引了超过20万的点击
量。据了解，
这名女孩姓牟，
她说5月31日她和闺蜜
发现天花板上有一条长了很多条腿的大虫子。束手
无策的牟小姐
“急中生智”
想出个办法：
点一份外卖，
请外卖小哥帮着来打虫子。
没多久，外卖小哥上门送餐，问虫子在哪里？
一直在天花板上的虫子竟然不见了，外卖小哥又
仔细找了几遍。这笔订单一共花了 20 多元钱，牟
小姐还额外支付了几元钱表达谢意。
（摘自 6 月 5 日网易）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