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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身为驾校教练， 本应该

认真教导学员驾驶技术，但遵义市凤冈

县的两名教练却伙同他人参与作弊，

最终触犯刑律。1月 18日，凤冈县法院

经审理后， 对这起有教练参与的组织

考试作弊案一审宣判， 两名教练分别

被判缓刑并处 1万元和 5000元罚金。

去年 5 月 23 日上午，一场机动

车驾驶科目四考试在凤冈县交警大

队举行。 开考不久，监考人员在巡查

时发现，有 3 名正在考试的学员，表

现“很不一般” 。

“他们不时小声说话，似乎在自

言自语，又像是在接受某项指令,表

情很紧张， 还经常改变自己的坐

姿。” 监考人员说，种种迹象表明，这

3人有作弊嫌疑。 为不打草惊蛇，监

考人员继续暗中观察，最终确定这 3

名考试人员有使用无线接收器作弊

的重大嫌疑，随即报警。

当天上午， 民警从这 3 名学员

身上，现场查获携带的微型摄像头、

隐形耳机、 无线发射接收器等作弊

工具。经讯问，3人承认了作弊事实，

并交代作弊器材均是从遵义人吴某

军处获得。

去年 10 月份， 经警方调查，长

期在凤冈、 余庆两地组织考试作弊

的吴某军、卢某恒、吴某山、苏某花

等 6 名犯罪团伙成员被一一抓获。

参与作弊的，还包括两名驾校教练。

据悉，陈某福、杨某波均为当地

驾校教练，此前，二人就对吴某军使

用作弊器材一事心知肚明， 但为让

学员顺利通过考试，二人共计 10 余

次组织学员参与作弊。

凤冈县法院查明：2017 年 6 月

5日，陈某福给吴某军介绍学员参与

作弊，但因网络问题没有通过。 当年

6月 14日， 陈某福再次给吴某军介

绍学员参与作弊， 自己还前往考场

附近协助作弊，帮学员通过考试。

仅 2017年， 作为教练的陈某福，

就曾多次给吴某军介绍考试学员参与

考试作弊，且有多人成功通过考试。作

为教练的杨某波，于去年 5月 23日安

排学员参与作弊时被警方查获。

法院还查明， 被告人吴某军主

动退缴违法所得 7500 元，被告人陈

某福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1000元。

1月 18日， 凤冈县法院经审理

后，判决上述 6被告人犯组织考试作

弊罪，判处吴某军有期徒刑 10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判处教练陈某福有

期徒刑 10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

1万元； 判处教练杨某波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其余各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刑。

宣判后，6 被告人均未提起上

诉。 （本报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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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遵义一名小女孩 8岁起

就自学柔术，无师自通的她多次凭借

这项技艺登上央视《非常 6+1》、《黄

金 100秒》等节目的舞台，还成功创

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1 分钟

内，身体后仰、用嘴叼起 18朵花！

这位才女便是 13 岁的令狐天

艺，来自桐梓县楚米镇。 天艺的爸爸

令狐荣德说，天艺 8岁那年，《中国达

人秀》有一个柔术表演节目，下腰、

劈叉等动作，她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当时感觉很好耍，具体说不出

喜欢哪点，自己跟着学，练成功了就

很高兴。 ”天艺笑着说。

2014年， 绍兴市有个少儿海选

比赛， 此时距天艺自学柔术仅半年

多，她竟得了一等奖。 当年 10月，她

柔术技术也越来越好， 参加浙江省

少儿才艺大赛时获得铜奖。

“家里没人有这方面的特长，孩

子练了我们才晓得， 她每天放学都

要练几个小时。 ”令狐荣德表示，从

早上 7 点到晚上 11 点， 多年来，天

艺几乎没有一天落下过。

天艺说， 自己每天至少要练 3

个小时， 家里就是她的练习场，有

时周末就去文化馆练， 时间更长，

从没想过要放弃。

据悉，自2015年以来，在父亲的陪

伴下，天艺多次受邀到山东、广东、北京

等地表演，还登上了央视《非常 6+1》、

《黄金100秒》等节目的舞台。 2018年

3月28日， 天津电视台举行的吉尼斯

大赛上，令狐天艺在一项跨年龄挑战

中，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1

分钟内后仰用嘴叼起 18朵花。

“我会继续努力走出去，成为一

个专业的世界级的柔术演员。”问及

将来， 这个 13 岁的女孩一脸的期

待。 （实习记者 成虹飞）

女孩自学柔术 刷新吉尼斯纪录

是“天赋”还是天天“付”出？

本报讯 1月 21日凌晨，凯里加

工厂一出租屋内，21 岁岑巩籍男子

高某感觉脚冷， 灵机一动把电吹风

放在被子里吹暖风， 结果脚暖和

了，他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久,

高温运作的电吹风将被子引燃，导

致其被烧成了重伤。

当日凌晨 5时许，凯里市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城西网格中队接到家住

加工厂附近的一男子报警称，他居住

的出租屋发生火灾，希望得到帮助。

接警后，城西网格中队队员刘柏

林、陈次方、陈星光立即赶往现场。

“当我们快到报警男子家中

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男的坐着，看

到我们赶紧打招呼说自己是报警

人。我们走近一看，他的脚背烧伤严

重，一直在喊疼。 ”刘柏林向记者回

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特巡警队员发现， 报警人高某

的两只脚从脚背到脚踝的地方，都

已经烧脱了皮，考虑其烧伤严重，且

一直在喊痛， 特巡警队员将其抱起

坐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往医院。

为让男子尽快得到救助， 特巡

警队员一边赶往医院， 一边通过电

话联系医生，让对方提前做好准备。

几分钟后，伤者终于到达医院，早已

等候在此的医生对其进行了治疗。

经初步诊断， 这名男子的脚背

包括整个脚掌都已被重度烧伤，两

只脚全部脱皮。

伤者情绪稍微稳定后， 告诉几

名队员， 前晚他睡觉时， 因感觉脚

冷，便把电吹风放在被子里吹暖风，

吹了一会儿后，他脚暖和了，不知不

觉竟睡着了。后来，一直高温运作的

电吹风将被子引燃。凌晨 4点多，察

觉到家里起了火，他才突然惊醒，但

屋里早已一片狼藉。 看着越燃越烈

的火，他只得忍着剧痛，赶紧将火扑

灭并报了警。

目前，高某已在医院接受治疗，

暂无生命危险。 （顾菲 吴如雄）

本报讯 “幸好有这两位的哥帮

忙，娃娃才没事。”昨日，贵阳市民母

朝鑫致电本报称， 他想通过媒体感

谢两位好心的哥的善举。

原来，1月 18日下午，母先生去

四方河接自己 13 个月大的女儿回

家， 没想到把宝宝放到安全座椅上

后，他一时疏忽把车门锁上了，等他

翻找自己的车钥匙时， 又发现钥匙

掉在前排的座位上。

“当时宝宝和车钥匙都被锁在

车里面，我一下就懵了。”母先生说，

孩子被锁在车内后，不停地哭泣，自

己本想找开锁工人来帮忙， 但等工

人过来又要很长时间。 情急之下，母

先生跑到附近的商铺借了一把锤

子，开始砸车窗玻璃。

在连续敲了两分多钟后， 玻璃

仍然没有被敲开。正在此时，在附近

交班的两名的哥闻讯赶来， 在查看

了当时的情况后， 又返回出租车拿

了备用工具赶过来帮忙。

一开始， 两位的哥准备用铁丝

把车锁拉开， 但尝试了多次都没有

成功，在商量过后，他们决定用砸车

窗玻璃的方式把宝宝救出来。

母先生告诉记者，两位师傅比

较有经验，选择了远离宝宝一侧的

后窗玻璃，用锤子砸了两下，车窗

就开了。

等把宝宝救出来后， 母先生一

直在忙着安抚她， 当他想感谢两位

热心的哥时， 才发现他们已默默地

离开了。 不过，母先生当时记下了这

辆出租车的车牌号：贵 AU6218。

（实习记者 罗林）

宝宝困在车内 的哥砸窗救人

引燃被子， 致两只脚被烧

成重伤，双双脱皮

用电吹风取暖

小伙引火烧身

弯弓射箭

令狐天艺的柔术

紧急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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