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从汽车租赁行租得车

辆后，他伪造一本行驶证，这辆车

“摇身” 就变成了自己的。 短短 40

多天，遵义市桐梓县一名男子用这

种手段“得到” 3 辆车，并将这 3 辆

车低价抵押寄卖，获得 7 万元。 日

前， 该男子被判处 4 年 3 个月刑

期，并处 2万元罚金

这名“00 后” 男子罗某，桐梓

县人。 今年 3 月，罗某因手头较紧

于是寻思“找点钱” ，最终，他将目

光瞄准了汽车租赁行。

3 月 12 日，罗某在桐梓县娄山

关街道某租赁行内，租借了一辆雪

佛兰探界者越野车。 3 月 25 日，

罗某找到不法分子，用自己名字伪

造了所租车辆的行驶证，将这辆车

变成了自己所有。

之后，罗某将车开至桐梓县海

校街道某寄卖行，以 5 万元的价格

将该车抵押给寄卖行老板。 在支付

手续费后， 罗某实际得款 43600

元。 后经桐梓县价格认定中心认

定， 该雪佛兰越野车市场价值为

118613元。

初次作案得手，罗某认为这是

条不错的“生财之道” ，3 月 31 日，

他来到某汽车租赁行，租借了一辆

雪佛兰轿车。4月 2日，罗某再次用

自己名字伪造了所租车辆的行驶

证，将该车以 20000 元的价格出售

给位于遵义市汇川区杭州路的某

寄卖行。

在支付了手续费后，罗某实际

得款 17000元。 后经桐梓县价格认

定中心估价， 该车市场价值 82440

元。4月 25日，罗某故伎重施，又租

借了一辆别克轿车后伪造行驶证，

出售后得款 9200元。 事后不久，他

被警方抓获。

今年 9 月，桐梓县法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罗某公开开庭审理。 法

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以租车后进行变卖、抵

押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 4

年 3个月刑期，并处 2万元罚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社会

5

编辑／版式 鞠平 校对／ 孟瑜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傍晚

18 时许， 兰海高速独山县境

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运送蔬菜的大货车因路面

湿滑发生侧翻， 车上装载的

蔬菜散落一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辆贵

H 牌照的厢式货车整个车身

横向侧翻在高速公路上，车上

所载的各类蔬菜散落一地，现

场俨然一个凌乱的菜市。

在现场交警、路政、应急

救援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下，

到晚上 20 时 30 分， 货物全

部转运完毕， 事故车辆被拖

离现场，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事故车辆杨姓驾驶员表

示，因雨后路面湿滑，且该路

段为弯道下坡路段， 行车过

程中没有及时减速， 造成车

辆瞬时倾斜角度过大发生了

侧翻。

（蒙正军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张仁东）

大货车侧翻 阻断高速路

事发兰海高速独山县境内；交警处置两小时后道路恢复正常

“我不想依靠别人，别人可以

帮你一时，但不能帮你一世，我要

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学校老师给

予了我很多帮助，我一定会加倍努

力！ ” 张羽华说。 在贵州理工学院，

有这样一名大三学生，带着患病的

七旬父亲一边上学一边打拼。 10月

16 日中午， 记者来到贵州理工学

院，见到了带着父亲到校上学的张

羽华。

今年暑期， 贵州理工学院的

张羽华在贵阳做兼职， 年过七旬

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头晕，张

羽华手上的工作暂时不能放开，

于是通过电话引导他如何到县医

院就诊。

“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但爸爸还是一直喊头晕，没办

法，只好请了假回到老家松桃县带

他去铜仁市医院进行检查，结果检

查出爸爸患有 3 级重度高血压、脑

梗，并且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 ”

张羽华说。

于是羽华请了假，带着父亲到

医院治疗，治疗 12 天出院后，父亲

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他只好在家

照顾，半个月后，父亲身体有所好

转。

9 月份，张羽华开学之际，父亲

病情虽有好转，但生活依旧不能自

理，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让张羽华头疼了好

长一段时间，最终张羽华决定把父

亲带到学校去。 于是，羽华在离学

校 5 分钟路程的居民区租了一间

民房，将父亲安顿了下来。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将父

亲交给其他家人照顾，他的家人去

哪里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羽华

3 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他们，当时父

亲已有 50 来岁， 两人自此开始相

依为命。 提到母亲一事，羽华双眼

泛红，并不避讳。 据羽华介绍，母亲

在离开家后又组建了新的家庭，至

今小孩也有十多岁了。 渐渐长大的

张羽华， 也跟着父亲下地干活，还

跟着父亲学会了养羊卖羊。

羽华在去上学时， 就牵着羊去

上学，在路上将羊用绳子拴好，放学

时，再将羊牵回家。就这样日复一日，

羽华在养羊的路上完成小学学业。

张羽华说， 父亲渐渐年老，生

活越来越困难， 即将上初中时，父

亲告诉他，别去上学了。

“当时我眼泪瞬间就流了下

来，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寨上的一

位老师知道后，就开始给我爸爸做

工作，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爸爸终

于同意了让我继续上学。 ”

“我中考考上了松桃县第一中

学，学杂费要 3700 多元，后来得知

铜仁市一所新办的中学在招生，学

费很低， 并且每年都会有助学金。

亲戚们知道我的事后，自发给我凑

齐了学费，让我去上学。 ” 张羽华

说。

至今羽华还清晰地记得，当年

上高中的学费为 1820 元， 而这

1820 元， 是他的邻里乡亲为他凑

的，上高中后，还向两位堂哥分别

借了 1500元和 1000元。

张羽华从小都很自立，上大学

后， 他有机会去外面做兼职打工，

用兼职打工赚来的钱还给堂哥，但

都被两位哥哥婉拒了。

班主任顾老师说， 张羽华向来

比较自立，也不喜欢麻烦别人，遇到

任何事情，都会想方设法去处理，成

绩也很优秀，排名是班级前五。

“在我看来，别人能帮你一时，

但不能帮你一世，任何事情靠自己

才是最好的办法。 ”张羽华说。

“学校领导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组织协调解决羽华学习生活困

难， 立即给羽华安排了学生公寓，

申请了 5000 元的困难补助金，每

个月会给他发放 1000 元的临时困

难补助，并且提供了勤工助学的岗

位等。 ” 顾老师说，除此之外，学院

的李伟博士还为他送去了米、 油、

冰箱、洗衣机等，并邀请张羽华担

当他的科研助理，每个月会给予一

定的资助，直至他毕业。

张羽华得知学校的决定与做

法过后，十分感动。 他说，他会感恩

每一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做好自

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今后努力回

报社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旭

父亲患病，儿子带着他上大学

正在读大三的儿子说，感恩每位曾经帮过他家的人，更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

■阅读提示

父亲生活不能自理

儿子带着他去上学

3岁时母亲离家

父亲将他拉扯大

亲友凑钱资助

让他念完高中

学校多方帮助

助他完成学业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21 时 40

分，接公安机关通报：贵阳火车站一

男子持菜刀， 在出站口广场企图伤

人， 极有可能危及周边市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迅速启

动应急处置预案。 当天 22时 01分，

武警官兵搜索锁定歹徒藏匿于一居

民楼 6楼内。 了解相关情况后，官兵

对居民楼外围进行封控并通知周边

住户待在家中房门紧闭， 并命令执

行任务官兵迅速进行抓捕。

当天 22 时 20 分， 该男子发现

行踪败露后， 从藏匿的 6 楼住房衣

柜内逃出， 翻越窗户后抓住外围护

栏，躲入 5楼窗户防盗网上沿。

22时 25分，武警官兵们对其进

行喊话攻心，该男子情绪十分激动，

向武警官兵投掷铁器、花盆等杂物。

22时 41分，在与武警官兵持续

对峙且逃离无望的情况下， 该男子

情绪愈加暴躁， 并沿窗户进入 4 楼

住户家中（家中无人）。

22时 43分，趁攻心劝降组转移

注意力之机， 武警贵阳支队执行任

务的应急班突击一组沿楼梯隐蔽前

行至 4 楼住户门口，伺机抓捕；应急

班火力组、 突击二组位于该楼下左

右两侧一线展开警戒， 正面牵制疑

犯。

22时 45分，负责现场指挥的武

警贵阳支队副支队长龚大荣判明该

男子企图跳楼逃窜时， 指挥 3 名突

击队员陈将、 王锡、 王明杰迅速出

击、左右包抄，在该男子转身跳楼瞬

间， 龚大荣迅即抓住其衣领，3 名突

击队员合力将其制服。

据悉， 目前案件进一步情况仍

在调查当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租来的汽车 办个假证再卖掉

涉案男子获刑 4年 3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新闻速递

贵阳火车站

男子持刀行凶

武警围追抓捕

车祸现场

张羽华（左）与父亲

班主任老师关心张羽华的生活

抓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