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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获一辆公安部督办套牌车

援疆教师万军：大漠深处支教一年半载誉而归

男子小车内打开煤气罐自杀 民警消防急救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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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家长被骗四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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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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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摧毁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抓获八人涉案金额五余万

凌晨信江河里电鱼

两男子被刑拘

男子参与抢劫杀人潜逃二年 受追逃微信感召自首

25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9

月

8

日， 广信区

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市民陈某报案称， 其孩子所在

班级群有人冒充班主任收取学杂费，导致

23

位家

长共计被骗

4600

元。

经查， 该班级一学生在某直播平台上看到网

名为“ 王者荣耀

**

借号” 的好友， 随即添加该

好友

qq

， 该好友要求其必须将家长微信群的二

维码发送给他并且

5

秒内不能撤回， 才有借号资

格。 骗取二维码后， 该好友利用二维码进入家长

微信群， 又将一昵称为“ 甜糕” 的人拉入群内，

“ 甜糕” 将微信头像昵称改为班级群内老师信息，

并冒充该老师要求家长以发红包的形式上交学杂

费， 导致

23

名家长被骗。

警方提醒， 家长在群内接到缴费通知时， 需

保持警惕， 不要急着转账， 应当先通过电话、 短

信或视频等方式与老师本人进行核实， 确认无误

后再进行操作。 同时， 群主一定要开启身份验证

功能， 要及时了解群内人员信息， 一旦发现可疑

情况， 老师、 家长间要互相提醒， 注意保存相关

证据并及时报警。

23

4600

本报讯 董细兰 记者杨小军报道：

9

月

4

日，

万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交警大队民警， 利用缉查布控系统， 成功查获两

名河南籍男子无证驾驶套牌车辆的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

当日上午， 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河南省

焦作市修武县交警大队的协查， 有一起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督办的大型客车号牌豫

HE5679

被一辆

重型半挂牵引车套用，该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由科技、特勤、县城中队等单位相关人员的专题

研判会，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精准布控。在掌握

了该车辆行驶轨迹后， 执勤民警通过定点蹲守与

流动巡逻的方式，于当日

23

时许，在万盛大道与

建元路交叉路口路段成功将该重型半挂牵引车拦

截，并将河南籍驾驶员宋某伟和宋某新抓获。两名

驾驶员对无证驾驶、 使用其它机动车号牌的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依法暂扣了该车，并对

驾驶人宋某伟和宋某新作出相应处罚， 相关事项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查获的套牌车

本报讯 方石泉 记者程家富报道： 婺源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在蚺城派出所、 巡特警大队、 网安

大队的大力协助下， 近日成功打掉一个利用“ 虚

假贷款

APP

” 进行贷款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

8

名犯罪嫌疑人， 扣押作案电脑

11

部， 涉案金额

50

余万元。

2019

年以来， 以戴某和李某为首的诈骗团

伙， 在南昌、 婺源先后建立诈骗窝点， 先从网上

购买到需要贷款的客户信息， 再利用群呼系统

（ 网络电话） 大批量拨打客户电话， 把有贷款需

求的客户引到事先制作好的“ 虚假贷款

APP

” 平

台。 当客户在

APP

平台上申请贷款后， 该诈骗

团伙以缴纳保证金为由， 要求客户向指定银行卡

汇款， 并持续以各种理由要求客户多次缴纳保证

金， 直到客户发现上当受骗就将其拉黑。

经过长时间细致侦查和周密部署， 该局刑警

大队组织警力开展抓捕工作。

8

月

31

日， 一组

民警在婺源县工业园区某电子楼将犯罪嫌疑人戴

某及另外

3

名参与诈骗的业务员抓获 。

9

月

1

日， 另一组民警在南昌市新建区将李某及另外

3

名参与诈骗的业务员抓获。 目前， 犯罪嫌疑人戴

某、 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8

50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

8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 弋阳县公安局食药环大队经过为期半个

月的缜密侦查、 周密部署， 对在弋阳信江特有

渔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进行非法

捕鱼牟利的贵溪籍犯罪嫌疑人罗某成、 罗某木

当场抓获 ， 现场扣押渔获物

28

公斤 、 渔船

2

条、电鱼工具若干。

目前， 两嫌疑人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举为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及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再添战

果。 非法捕捞水产品不仅破坏国家对水产资源的

管理，还会危害水产资源的存留和发展，破坏水域

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偏偏就有一些

人视国家法律、国家利益于无物，为了获取高额利

润，采用麻电机发电进行毁灭性捕捞，最终将自己

“ 捕”进了法网。

“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 ，

回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

梧桐中学支教的一年半时间， 在自

己的教育路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

富和美好的回忆， 我心里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教师是学生

接触社会的引导者， 今生能把所学

知识传播给新疆的学生， 是一次学

习机会更一次锻炼机会 。” 从新疆

支教归来的万军回想起这段经历感

触良多。

据悉， 万军是横峰县二中的一

名教师， 他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赶

赴万里之外的新疆支教。

经过遴选 万里赶赴新疆支教

2018

年

8

月

21

日，为响应江西

援疆教师前方指挥部和新疆阿克陶

县教育局的号召，促进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整合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发挥

名师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怀着报

效祖国和内心对新疆的向往和希冀，

横峰县二中的万军老师同我市其他

县市区的

25

名教师一起踏上了援疆

的道路，成为了新疆阿克陶县梧桐中

学的一名支教老师。

据介绍，从

1993

年开始，万军就

在横峰县二中任体育老师一职，多年

的教书生涯让他的生活趋于平静，但

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有一个援疆

梦， 想去祖国的边疆走一走看一看，

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出一份力。当听到

号召老师参加援藏援疆支教计划的

消息时，他便萌生了强烈的援藏援疆

支教的想法，并在家人的支持下报了

名，渴望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援疆老

师。 经过遴选，他光荣地实现了自己

的援疆梦想，踏上了援疆之路。

初入新疆， 干燥的气候， 陌生

的环境让万军老师很不习惯， 过大

的温差也让人难以忍受。 在那种艰

苦的环境下， 他甚至有过想要放弃

的念头， 可是当他听到同行其他老

师的鼓励， 看到长期生活在那里的

学生一双双渴望着知识的眼睛， 心

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

他又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将这段援疆

路走下去的信念， 克服水土不服带

来的种种挑战。

表现突出 获评援疆优秀教师

阿克陶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接壤。 万军在教当地学生的时候，

发现当地学生文化水平有限，仍然是

以当地语言和普通话双语授课，这给

他的教学之路带来很多的不便。但他

秉持着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原则，不断

更新教学计划， 精心准备每一节课，

给学生更舒适的教学享受。 公开课

《 短跑》 ， 就是采用以素质练习为主、

游戏为辅的形式， 通过各种练习，使

学生初步掌握起跑的基本技术，并通

过素质练习和游戏，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发展学生奔跑能力、身体灵活

性和协调性，以及培养学生的团结协

作的精神。 公开课《 短跑》在校推广

后，获得了阿克陶县教研室和学区师

生的一致好评。在

2018

至

2019

年度

梧桐中学优秀课题比赛中，万军老师

的《 队列练习》荣获一等奖。由于万军

老师在

2018

至

2019

学年教育工作

中成绩显著，表现突出，被评为“ 江西

援疆优秀支教老师”称号。

2020

年

1

月， 已经在新疆支教

一年半的万军回到了家乡横峰原来

的工作岗位上，但是一年半的援疆生

活给他带来深刻的印象。“ 当地的条

件虽然艰苦， 但是当地人们淳朴善

良，思想觉悟高，我们这些援疆老师

在开展教学的时候都能得到极大的

支持。学生们虽然普通话说得不是很

流利，但是他们更加好学好动，身体

素质也更加好一些。 ”万军谈到，如果

还有这样的机会，他还是希望能够继

续自己的援疆之路，再为新疆的教育

事业出一份力，发一份光，这是作为

一名人民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宋林峰 邓心悦 本报记者 杨

小军 文

/

图）

隍

获奖证书

邗

万军和梧桐中学学生在一起

烈日悬空，大地曝晒。

9

月

1

日

中午，玉山县冰溪街道文成村文成塔

民俗园的小广场， 如在火炉中烘烤。

一男子将自己锁进小汽车内，打开煤

气罐，顿时一股气体“ 嗤嗤”作响。 不

一会儿，男子就深度昏迷，口吐白沫，

情况十万危急。

男子小车内打开煤气罐自杀

民警消防合力救出送医

“ 救命啊！救救我弟弟！他刚给我

发了信息，说他不想活了，准备自杀！

还给我发了地址， 说是想让我事后

知道， 他是在那里‘ 走’ 的！” 当日

上午

11

时许， 玉山县公安局冰溪派

出所接到在外地务工的群众祝某电

话， 他焦急地向民警求助。 “ 您别

急， 我们马上过去， 最多

5

分钟能

赶到 ！” 接警后 ， 民警一秒不敢耽

搁， 赶紧驱车前往报警人所说的地

方， 紧急开展营救。 “ 白色的小轿

车 ！ 没错 ， 就是报警人说的那辆 。

快！ 快！ 快过去！” 民警一路风驰电

掣， 根据祝某发来的定位， 迅速赶

到文成塔民俗园的小广场。

“ 不好，他在车上开了煤气！ ”烈

日下， 白色小轿车的车窗紧闭， 民

警刚一走近， 就闻到了一股煤气味。

透过车窗玻璃看进去， 只见一名

30

多岁的男子， 躺在打下来的驾驶座

位上， 口中白沫直吐， 任民警如何

拍车叫喊， 都毫无反应， 似乎已经

昏迷了。

“ 快！ 赶紧叫消防和救护车！ ”天

气太炎热，事情异常紧急， 但民警还

是很快冷静了下来， 担心直接敲窗

之类的非专业救助会引发灾难性事

故。 “ 危险， 大家不要靠近。” 在等

待消防和救护人员的时候， 有几名

不明就里的群众上前围观， 民警赶

紧劝阻疏散。

不一会，消防救援人员赶到，

120

急救车也赶到现场。民警配合消防救

援人员， 用专业工具将车玻璃撬开。

顿时， 一股浓烈的煤气味冲了出来。

救援人员打开车门， 关闭煤气罐，一

探男子鼻息，发现还有呼吸。 救援人

员将男子抬至阴凉处，由医护人员进

行现场急救，然后抬上救护车送往医

院抢救。

男子患有抑郁症一度想轻生

幸好民警消防及时营救

据悉， 该男子祝某某患有抑郁

症，因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总感觉

世界是一片灰暗的，自己无用、无力、

无助，活着没意思，在这些负面情绪

的支配下，一度想要轻生。事发当天，

他终于下了决心，将一罐煤气搬到车

上， 并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

将车开到文成塔民俗园的小广场上。

喝完酒后，他锁上车子门窗，把煤气

罐打开，躺在驾驶位上，等待生命结

束。若非他事前发了信息给在外地务

工的哥哥，民警接到求助后迅疾赶到

救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

病，心病需要心药医，对这类特殊群

体，民警呼吁，患者身边的人特别是

亲属， 要用爱心和关心来对待他们，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多花时间陪伴，

和他们多沟通交流。抑郁症患者的主

要心理特征是， 看不到生活的色彩，

感觉活在灰暗的世界里，容易被一种

所谓的“ 早死早解脱”的负面思想支

配，因而多想轻生“ 解脱”。 亲属和身

边人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表现，加强防

范。 比如，有些患者突然表现出积极

正常的样子，并且将自己珍贵的东西

赠予亲朋好友，或者有些患者出现交

代“ 后事”的情况，那一定要注意了，

他们很有可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务

必做好提前预防。

（吕荣飞 王丽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

民警将轻生男子抬到车外

消防队员将车门打开

8

月

28

日，福建省石狮市。 当地

交警拦下一辆拾荒人的无牌三轮车，

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我没有身份证，

我是杀人犯！ ”拾荒中年男子语出惊

人。“ 我是江西德兴人， 我真的杀过

人，很多年了，因为抢劫而杀的人！请

你们将我交给那边的公安局吧！ ”

时隔

25

年， 这起

320

国道玉山

段的杀人命案，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

终于归案。玉山公安民警近日赶赴福

建石狮市，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归来。

持枪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

翻开泛黄的案卷，这起令人发指

的抢劫杀人命案再度浮现。

时年

27

岁的刘某， 在德兴市某

银矿厂上班， 他的发小龚某找到他，

说要和另一朋友许某去搞点“ 走私”

生意做，缺少一个帮手，让刘某和他

们一起去。

3

人汇合后，刘某知道龚

某和许某要做的“ 走私”生意其实是

去抢劫。

3

人购买了榔头、麻绳、胶布

等作案工具，还随身携带了一支用麻

袋装着的双管猎枪，以及一个仿手枪

形状的打火机。

备好作案工具，他们从德兴市坐

客车来到上饶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

车，称要去上饶党校。 当车子行至市

区一处没有灯光和行人的路段时，许

某取出双管猎枪逼迫驾驶员停车，龚

某拿着仿手枪形状的打火机指着驾

驶员的脑袋，

3

人合伙将驾驶员手脚

绑住、嘴巴胶上，搜出了驾驶员身上

的

100

多元现金后，将其抬到出租车

的后座上。 之后许某开车，沿着

320

国道线，拟往浙江衢州市继续作案。

当晚

9

时许，他们开车经过玉山

县。 因为期间他们聊天，互相叫了名

字，怕驾驶员报案，公安马上能查到

他们，龚某提议，将驾驶员“ 处理掉”。

于是，

3

人把驾驶员拖到路边的一处

稻田里，轮流用榔头击砸驾驶员的头

部，将驾驶员残忍杀害。 杀人之后，

3

人将出租车丢弃，乘坐班车回到了德

兴市……

案件发生后，玉山县公安局迅速

展开侦查，正当民警紧锣密鼓进行查

案追凶之际，浙江衢州市又连续发生

了

3

起命案。经浙江衢州警方和玉山

公安联动， 将

4

起命案串并侦查，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许某和龚某。

经将案情通报给德兴市公安局，

德兴市公安局连夜出动大批警力，在

某银矿厂围捕杀人凶犯，成功抓获了

许某和龚某。后将他们移交给浙江衢

州警方处理。经浙江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许某和龚某被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凄惨逃亡惶惶如丧家之犬

刘某当时见大批警察在银矿厂

围捕许某和龚某，就知道自己即将大

祸临头，赶紧逃匿。

“ 我是后来知道他们（ 许某和龚

某）还到浙江衢州干了

3

票。 我知道

完了，这种死罪肯定是躲不过的！ 趁

警察暂时还不知道我参与了那个案

子（ 在玉山杀人） ，我提前跑路。那时，

身上带了几百块钱，没和任何人打招

呼，包括家里面的所有人。 后来我估

计， 家人肯定都以为我早死在外面

了。 ”刘某回忆道。

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供述，他先坐

客车逃到福建石狮市，在当地一家小

工厂找了一份活干。 期间，刘某通过

电线杆上的小广告，给自己办了一张

假身份证，但不久，工厂要求办银行

卡发放工资， 假身份证办不了银行

卡，他怕身份泄露，于是不敢在石狮

待下去，跑回了老家附近的景德镇乐

平市，伪装身份，找了一家小宾馆当

保洁员。后来小宾馆也要求员工到银

行办工资卡，他不得已继续跑路。 之

后，他到过福建惠安县等地，只敢找

些保洁员之类的工作。 通过小广告，

他先后办了

3

张假身份证， 用以应

急。随着社会治安管理体系不断规范

完善，公安机关追逃技术和手段不断

进步，他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他如丧

家之犬般， 艰难地四处逃亡……最

后，他决定到福建石狮市去捡垃圾。

受追逃微信感召投案自首

“ 这些年有了手机，我一直关注

着家乡那边警察的动态，玉山公安和

衢州公安是我重点关注的。 ”刘某说。

“ 我最终决定投案自首，是因为

前几天，我看到了‘ 玉山公安’发布了

一条追逃微信，知道主动投案是可以

争取宽大处理的！ ”

“ 当年跑路的时候， 我就知道

了许某和龚某被抓到枪毙了， 每次

想到这个 ， 我都想自杀 ， 不想吃

‘ 枪子’， 但好死不如赖活着。 说实

话， 我真舍不得死。 在心理和生理

双重折磨重压下， 我过了

25

年， 实

在受不了了！ 如果能够让我活下去，

我希望这辈子都能在监狱里， 那样

没有压力 ， 条件也肯定比我现在

好。” 刘某如是说道。

当年的残忍， 换取了

25

年行尸

走肉般的赖活。 今朝的自首选择，他

让自己往后余生身心得以解脱。

（吕荣飞 本报记者 程家富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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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嫌犯在福建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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