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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大半生积蓄被骗光 父亲轻信宣传停药险丧命

他为双亲“死磕”养老诈骗6年

从最开始保护自己年迈的双亲，到
后来帮助国内其他100多个受害者家庭，
成都人陈杰已经和涉嫌养老诈骗的违法
犯罪行为抗争了6年。
今年国家出手“严打”
养老诈骗， 这让陈杰感到
十分激动， 他向记者讲述
了6年来自己
“死磕”养老诈
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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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杰眼中， 他的父母是格外
恩爱的一对老人。 父亲年轻时是军
人， 退伍后与教书的母亲在成都相
识相爱，结婚50多年一直相濡以沫。
陈杰介绍，2016年3月， 他母亲
在家就餐过程中突然双腿失去知
觉，后送医院确诊患上脑梗，从此半
身不遂。 但由于父亲当时轻信江湖
“神医”的信口雌黄，让陈杰的母亲
服用各种保健品，此后1年，母亲的
病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陈杰后来发现， 父亲购买的这
些保健品和邀请的所谓“神医”都是
他加入的一个俱乐部里的会员介绍
给他的，“这个俱乐部让父亲很有归
属感， 平时会员们都会统一着装去
这个俱乐部，听一些‘老专家’讲国
家大事，父亲还被俱乐部冠以‘××
俱乐部董事局常务董事’等头衔。
而更令陈杰痛心的是母亲的被
骗遭遇。一次在家照顾母亲的时候，
母亲突然对他说：“我给你说个事，
我从2011年开始投资了好几个项
目，现在生病没办法管了，你去看一
下，能收多少钱。 ”
母亲指了一下自己的房间，说
所有投资资料都在里面。 陈杰打开
一个盒子， 里面堆满了各种项目的
合同、 材料和借款单。 这些资料显
示，他母亲共投了6个项目，投入了
80余万元。“反正这些以后都是你们
俩兄弟的。 ”母亲说。
陈杰翻看后心里一惊， 他当下
就感觉母亲是被骗了。 后来陈杰了
解到， 母亲被骗就始于参加这类公
司举办的低价旅行团， 在某地的酒
店内， 这家公司的员工表示团费不
够，要向老人们借钱，再将钱置换成
老年公寓， 这样老人每年可以收到
租金， 老了还可以去住， 他母亲表
示：“我当时就想，手里有点钱，银行
利息又低，可以投资这个，给儿子们
挣点钱。 ” 而他母亲自此也被各种
“投资项目”盯上，老人的防范意识
很低，每次都被对方的话术吸引，遇
到项目无法兑现时也听信他们的说
辞，就这样，陈杰母亲的大半生积蓄
被全部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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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开始，陈杰放弃了自己
的工作，花大量时间陪伴二老，并将
坑害父母的每个公司操作人一一记
录，同时研究这类公司的惯常手法和
防御他们的方案，他随后还通过自己
建立的微信群及公众号为很多受到
养老诈骗不法侵害的家庭提供帮助。
这6年来，在陈杰的反复恳谈下，
他母亲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陈
杰的父亲却依然没有太多改观，对于
“善良但没有分辨善恶能力”的父亲，
陈杰觉得辩论和争吵不能改变现状，
只能象征性地顺从父亲，但其实他一
直在暗中对父亲进行保护。 比如，疫
情防控期间，他在父母的家门口贴了
一个二维码，反复叮嘱父亲，登门者
必须扫码才可以进屋， 方便以后溯
源。 陈杰经常陪父亲一起去参加各种
“大健康”名义的展会，尽可能避免父
亲上当受骗。“父亲已经陷进去了，他
也是我的研究对象， 即使我经常陪
着，但也不可能时刻‘拴’在他身上，
我感觉他平均每个月还是要被骗1到
2次。 ”陈杰告诉记者，经过他的了解，
大部分上当受骗的老人都有轻度失
智的现象，而在他们年轻时，基本没
有遇到过这类极具诱导性的营销方
式，这也导致了老人容易受骗。 而在
很多案例中，这类老人都是“坑老公
司”的主要目标对象。
去年11月，陈杰父亲在路过一个
离家不远的小巷子时，见到一家卖氢
气机的公司门店。 店员向他推销“氢
气机可以治疗癌症、青光眼、高血压、
心脏病等疾病”。 到最后，该店员告诉
陈杰父亲，坚持使用氢气机一段时间
后就可以不用再吃降压药了。 随后，
陈 杰父亲花了 近7000元购买了 3 件
套——
—氢气机、 眼罩还有一个水杯。
陈杰父亲本就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
在使用氢气机“治疗”一段时间后，他
就擅自停药了。 今年1月，陈杰发现父
亲的行为后， 反复恳请他停用这个机
器，继续服用降压药，但父亲却置之不
理。 直到今年3月，他父亲突然眼前一
黑，在家中晕倒，幸亏送医及时才无大
碍。“
医生告诉我们，老人出这个问题
就是他擅自停药造成的。 ”陈杰说。

陈杰贴在父母家门口的二维
码，方便对来访者溯源。

陈杰父母家中摆满了保健品。

陈杰与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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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年来，陈杰一直试图为父母遭
遇的养老诈骗挽回损失。但在他看来，
父母遭遇的是“系统的、有组织的商业
欺诈”行为。一方面取证很难，另外，这
类公司早就想好了退路以规避风险。
比如不开发票， 公司法人通常是那些
和公司没有一点关系的“张三李四”
等，因而陈杰挽损成功的概率很低。
在屈指可数的挽损成功案例中，
有一件事让陈杰记忆深刻。 2019年，他
父亲经过一位“掮客”介绍得知，某干
细胞制药公司正和外地某著名三甲医
院合作，开发出一款干细胞针，打完针
可以完全治好母亲的脑梗， 让老人重
新站起来。
那个周末，当陈杰再次去探望父母
无论我怎么打
时，却发现家里没人了。“
电话，他们都不回我，我就觉得我爸肯
定带着我妈去外地了。 我就去报警，和
警官一起查看录像资料以及车辆在成
都的活动轨迹。 ”心急如焚的陈杰想尽
了各种办法，也无法联系上父亲。
原来， 当时已77岁高龄的陈杰父
亲带上他母亲以及那个“掮客”，开上
自家的小轿车，一路从成都驶向外地，
“父亲回来后自己都说，他在高速上的
车速没有低过100km/h， 我父亲有很
严重的老花眼，一般晚上是不开车的，
但为了节约时间， 他们一路上几乎没
有停过，花了2天1夜的时间，他们就赶
到了当地”。
陈杰说：“我后来了解到， 父母外
出前已按照对方发来的账号付了16万
元用来打针。注射完干细胞针后，父亲
又风尘仆仆地开车带母亲返程， 一路
上只在中途停留住了一晚。 ”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经历过最漫
长的一周了，我非常担心，也很痛苦，
为何那么久我都没有改变我父亲的想
法。 唯一幸运的是父母亲最后都回来
了，我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陈杰告诉
记者， 随后他到当地卫健委投诉这家
公司虚假宣传、非法行医，对方最后退
还了打针的16万元费用。 当然，3个月
过去，陈杰的母亲病情并没有好转，更
没有像该公司承诺的那样“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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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帮自己父母维权，6年来，陈
杰还接触了数千位遭遇过养老诈骗
的老人，收集了1万多个相关案例。
陈杰总结出许多受骗老人的共
同点：1.思想观念传统；2.容易轻信他
人；3.为人善良；4.性格强势，与家人
沟通较少；5.经济独立；6.独居；7.信息
来源相对较窄。
他表示，这样的老人最容易沦为
“职业坑老公司”的目标，也是最需要
家属和社区帮扶的。 因为一旦这些老
人被盯上，往往会遭遇有组织、有预
谋的商业陷阱，不法公司会根据老人
的弱点来设计诈骗方案，以提供服务
或 产品的形 式骗取老人 的财 产 ； 此
外， 这些公司往往还进行信息交互，
若一个老人在某家公司受骗了，另外
的不法公司也会得到老人的信息，这
样老人就容易陷入反复被骗的“恶性
循环”之中。“养老诈骗真的是‘银发
杀手’，对家庭和社会危害很大，我相
信这也是国家出手整治养老诈骗的
原因。 ”陈杰说。
陈杰也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教这
些受害者和其家属取证的技巧：“很
多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
受到侵害的过程中如何取证？ 我会教
大家买一根手机挂绳，将它挂在脖子
上，一旦进入会场，就可以打开手机
同步录视频； 第二是要表明身份，比
如在录像时口头介绍一下今天的日
期，对方的身份等，然后简单清楚地
提一些问题请对方回答， 并记录下
来；同时手机在录制过程中要开飞行
模式，尤其是重要的取证，以免有电
话打进来时中断录音录像；同时还要
提前清理手机内存，以保障手机有足
够的存储空间。 ”
陈杰告诉记者：“类似这种医疗
保健类的养老诈骗， 我们非常难取
证，因此现在父亲一旦要去开‘座谈
会’， 我都会跟着一起， 全程录音录
像。 从2017年到现在，这些视频、音频
已经存满了我的5部手机。 ”
“我希望未来每个家庭都能够有
一个‘保护伞’。 如果每个家庭能有一
个受过培训的家庭成员，能及时有效
记录老人遭遇的养老诈骗，社区和家
庭间共享老人的保护信息，及时采取
预防及救助措施，就有希望保护这些
善良的老人们。 接下来，我希望与社
区合作，在社区、媒体平台上开培训
课，教老年人和其子女如何识破‘坑
老’骗局，做老人的‘保护伞’。 ”
陈杰说，他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想
法是把老人保护规范化、 职业化，以
长期应对养老诈骗乱象。
据《广州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