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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开学报到，
一家长却被学校告知：

孩子的入学通知书是假的！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朱丹平） 开学了，赖女士带着孩子拿着入
学通知书兴冲冲去海曙某小学报到，谁知却被学校告知，自己孩子并不在一
年级新生名单里，而且手里的这份入学通知书也是假的……晴天霹雳！赖女
士匆匆前往海曙公安分局望春派出所报了警，经过警方侦查，该案很快水落
石出。昨天，
海曙警方向记者讲述了这么一起案子。
今年年初，赖女士一家打算从湖北迁到宁波定居，因未及时办理暂住证，
孩子又到了学龄，家里人一直为孩子入学的事情发愁。一次偶然的机会，孩
子的爷爷认识了本地男子王某，王某说，自己的亲戚在教育局工作，可以帮忙
解决孩子入学问题。孩子爷爷信以为真，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赖女
士。
赖女士一听，非常高兴，立即与王某进行了联系。王某声称，
只要赖女士
愿意拿出钱疏通关系，他保证能让她的孩子入读某小学。就这样，半年时间，
王某多次以请教育局老师吃饭、送礼等为由，
要求赖女士打钱到自己账户。赖
女士也没有怀疑，
陆续转给王某 1 万多元。
今年 6 月，王某传来好消息，事儿办成了！他很快把一张海曙某小学的
入学通知书送到了赖女士手中，并告诉赖女士，因为她的孩子是关系生，入学
手续要等其他学生都完成报到之后，才能到学校办理。赖女士仔细看了这份

通知书，
上面的名字是自己孩子的，
下面的落款处还有学校的印章，
没错！
今年 8 月，王某又联系了赖女士，开口索要 8000 元，说是要去跑关系，请
学校老师安排好一点的班级。赖女士也没犹豫，
立刻把钱打到了对方账户。
9 月 4 日，赖女士带着孩子小学去办理入学手续，却被学校老师告知，小
孩不在入学名单中，学校也不曾向他家发放过通知书，赖女士感觉自己快要
崩溃了……她第一时间联系了王某，
但对方失联了。
望春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调查取证和侦查工作，并确认
了入学通知书上的学校印章是伪造的。之后，民警根据赖女士提供的信息进
行了身份确认，并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落脚地址。9 月中旬，民警
将其抓获。
王某交代，他并没有在教育局工作的亲戚，对孩子爷爷说的话纯属吹
牛。后来赖女士来联系时，他想着可以捞一笔外快，才会有接下来的种种行
为，至于那份入学通知书，是他照着学校的通知书仿照的，学校印章也是仿冒
的。
之后，王某主动退还了自己从赖女士处骗得的 2 万多元。目前，他因涉
嫌诈骗被取保候审。昨天，民警告诉记者，如今，赖女士的孩子已回到湖北老
家入学。

邻里纠纷打架，4 人受伤

事发昨晚高新区蓝庭花园，
嫌疑人已被控制
本报讯（记者 张贻富） 昨天晚上，高新区蓝庭花园发生一起邻里纠纷打架
砍人案件，
造成 4 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警方控制。
高新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昨晚 9 点多发布消息称，10 月 10 日 18 时 55 分，
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高新区蓝庭花园邻里打架有人被砍。公安机关立即调
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19 时 05 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46 岁）被警方控制，4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全力救治。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男子冲卡并头撞警车被行拘

深夜公路上兜风出意外

汽车一头扎进水库
两名男子不幸溺亡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阮晓薇 文/摄） 昨天凌晨约零点 20 分，
在鄞州塘溪镇梅溪水库附近的盘山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黑色汽车
撞毁护栏后，
一头扎进水库，
车上两名年轻男子不幸溺亡。
据目击者透露，现场是一处较急的转弯处，附近光线不佳。顺着被
撞毁的护栏往下看，
水库里有一辆汽车的车灯还隐约亮着。
报警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据他说，冲进水库里的是辆黑色哈弗汽车，
里头坐着他的两个朋友，20 岁上下。事发前，哈弗汽车在前，他的车在
后，两车相隔了一段距离。
据报警男子称，他们三人事发前刚吃过宵夜，吃完后他们就分两辆
车，开上了梅溪水库边上的风车公路兜兜风，谁知不幸出了这起意外。
经过吊车作业，昨天凌晨约 3 点，该辆失事汽车被吊上了岸（上图）。
据记者了解，
车内两名男子已不幸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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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徐晟杰 项清） 9 月 25 日晚上 9 点 49 分，两
名高速交警带领三名协警在杭甬高速牟山收费站外广场进行违法整治行动。一
辆大货车驶入收费站，
协警对车内驾驶员作出要求对方靠边停车的手势，
谁知，
该
驾驶员竟然不管不顾，踩下油门冲卡而去。被拦下后，该驾驶员的行为愈加疯
狂，用头撞警车、就地打滚，拒不配合交警执法，最后，在场的交警和协警共同将
其制服，强制带离了现场并移交给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50 条规定，以男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为由，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罚
款 500 元的处罚。
案子就此结束，
但高速交警也希望借此
“科普”
一下：
协警到底有没有拦车的
权力？协警只是协助交警的工作，
没有列入国家编制，
所以协警并不能行使交警
职能。协警工作期间，
可以帮助执法交警拦车，
但不具备执法资格，
没有处罚权。
然而，在交警的带领下，
协警是有权辅助交警工作的，
而交通违法整治正是其中的
一项工作，
协警拦下车辆并将驾驶员带至交警处接受检查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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