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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虞城县城关镇有位小伙
王鑫（化名），今年20岁。王鑫
家庭殷实，近日想购买一辆轿
车，但让王鑫为难的是，自己的
腿脚有点毛病，无法在本地报考
驾驶证。为了尽快拿到驾驶证，
王鑫真是煞费心机。

再说今年3月，王鑫打听到
一个消息，外地有人专门为残疾
人办驾驶证。于是乎，王鑫在网
上搜了一下，没想到真的有收
获，他很快搜到一个能帮残疾人
办驾驶证的 QQ 号，而且声称

“包过”。
且说王鑫得到这个消息，很

快加对方为好友，两个人聊了起
来。对方是名男子，自称姓王，
湖南娄底人，在该地交警部门上
班。王鑫一听对方是“一家
子”，也就实话告诉“王哥”。王
哥一听“王弟”要办驾驶证，连
称“没问题”，事情由他“包
办”，且不用前来考试。王鑫一
听，顿时喜出望外。

单说“王警官”大包大揽之
时，突然话锋一转，声称办证需
要大价钱。但对于自己的“一家
子”小弟，可以优惠。后来，双
方以6000多元的价格拍板。王
鑫心想，虽然这个价格稍贵，但
自己不用前去娄底考试，省下不
少盘缠钱，而且免去车马劳顿，
感觉特别值。

事情谈妥，王鑫按照约定，
先期汇去了三分之一的定金。半
月之后，王鑫按捺不住，联系
“王哥”事情咋样了？“王警官”
也不含糊，马上在网上亮出一本
王鑫的驾驶证。王鑫一看上面有
自己的照片，深信不疑。王鑫办
事也很利索，遵守双方约定，很
快将剩余的4000多元汇给“王
警官”。

再说汇款之后，王鑫联系
“王警官”，问何日能寄来驾驶
证？“王哥”表示难办，称队里
领导不同意，让交1万元风险担
保金。一年后平安无事，悉数退
还。王鑫心想，风险金只是暂时
垫付，反正还要返还的。于是不
假思索，又汇了1万元过去。

眼看证件到手，王鑫欣喜若
狂。但“王哥”又说话了，局领
导也不同意，这个两万，那个两
万，还需要交 4万元风险担保
金，一年后返还。书中交代，也
不知是王鑫办证心切，还是王鑫
钱多得花不完。他眉头也不皱一
下，先后给“王警官”汇去了8
万元。办个驾驶证花了8万元，
不能不说是个“天价”。

王鑫花了8万元能否拿到驾
驶证呢？他是不是遇到了江湖骗
子？湖南娄底是否有此“王警
官”？各位看官勿急，且听成记
下回分解。

本报讯 日前，在永城市龙岗
镇，人们在修桥时，在桥下土中发
现一块明代石碑。该碑长 220厘
米、宽83厘米、厚27厘米。该石碑
碑面朝下长期埋在土中，碑文保
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

从碑文内容看，该碑为《重
修东岳庙碑记》，刻于明万历九
年 （公元 1581 年）。碑文为楷
书，字体工整秀丽，文辞优美，
遣词造句很有气势。如今，碑文
中出现的“浍河”“龙岗”之名

仍在沿用，“清河”“裴村”之名
位置有待考证。永城市博物馆原
馆长李俊山在做碑文拓片时介绍
说，从碑文刻有“吏付东周王子
书王子忭”这一点看，在永城历
年所发现的古碑中，该碑是唯一
一块明确显示有官吏参与刻碑的
石碑。另外，碑文中“万历九年
岁次金蛇一阳月”中的“金蛇”
字样，在永城所发现的古碑中也
是首次出现。因为“万历九年”
是辛已年（蛇年），该碑文不用

“辛已”而用“金蛇”，实在不多
见。再者，从碑文中“龙岗”
二字可以断定，至少在430多年
前，当地就已经被称为“龙
岗”了 （汉时曾在此设龙亢
县）。仅从研究地名变化等方面
看，该碑就具有很大的考古价
值。

目前，该碑已被龙岗镇文化
站收藏保管。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张 坤
通讯员 刘 宇

本报讯 新学年开始以来，
通过蒙牛学生奶商丘市配送中心
切合实际地宣传国家学生饮用奶
计划，今年商丘的蒙牛学生奶，
依然备受学生和家长信赖。

据了解，今年8月20日，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强调了

“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有针
对性地实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餐
或营养包行动，保障学生生长发
育”。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推
广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孩
子从小饮奶的膳食习惯，同时通
过对民众终身饮奶的引导，整体
上提高国民体质。由此可以看
出，学生饮用奶计划不仅是一项
事关未来的民生工程，也是一个
利国利民的实事。

对于蒙牛乳业而言，学生饮
用奶计划让蒙牛成为实现“每天

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一美好
愿望的践行者。作为国内学生奶
行业的领跑者，蒙牛公司从
2007年开始进行校内规范操作
关键点控制的实践工作，不仅注
重各个环节的规范操作及安全培
训工作，而且要求从奶源、生
产、检测到运输等都必须执行严
格的规定程序，所有产品出厂前
严格进行多项检测。同时，严格
执行入校征订、配送、储存、领
取、分发、饮用等环节的管理工
作，确保每个孩子喝到的都是安
全营养的学生奶。

新学期伊始，蒙牛学生奶商
丘配送中心将继续为学生提供安
全、营养、方便、健康的学生饮
用奶，力求为孩子们送去营养与
安全，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蒙牛学生奶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 今年 5月初，60岁
的商丘马拉松爱好者张岩在郑州
火车站勇擒小偷一事，经本报报
道后，被传为美谈。9月24日下
午，张岩在山东烟台再次“出
手”，他协助民警将酗酒后撞碎
烟台火车站玻璃门的壮汉擒住。
张岩的义举获得了一致称赞。

几天前，张岩到山东烟台准
备参加马拉松比赛。9月24日下
午，他到烟台火车站去接商丘马
拉松跑友侯学融。

就在张岩和另外二三十名
乘客的亲朋在出站口等人的时
候，一名 30多岁、身材壮实的
男子走到了还处于关闭状态的

出站口玻璃门前。突然，他连
撞带拉，一下子将玻璃门弄得
粉碎。

“在哪儿能买火车票？”玻璃
门碎后，男子大声嚷了一句。

听到玻璃门碎的声音，火车
站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走了出
来，然而她看到男子身体壮实，
并未敢上前阻止。随后，她开始
呼叫铁路公安和武警。

在铁路公安和武警赶来之
前，壮汉加快步伐准备离开。见
此情景，张岩赶忙追了上去，一
把抓住壮汉。

“你把门弄碎了，不能就这
样走了！”张岩厉声说。

“我没有！你松开手！”壮汉
用力挣扎。

虽然张岩常年坚持跑马拉
松，身体也很好，但他并没有男
子的身体壮实，壮汉险些挣开张
岩的手。

而在和壮汉近距离接触的时

候，张岩才闻到其身上散发出来
的浓重的酒味儿，“应该是喝多
了”。

很快，另外两名男子和一名
铁路公安、一名武警也赶了过
来，一起将壮汉控制住。铁路公
安和武警感谢张岩的同时，还留
下了张岩的联系方式。

“老大哥，你真不简单！”铁
路公安和武警将壮汉带走后，其
中一名自称来自吉林的男子对张
岩竖起了大拇指。其余众人也对
张岩交口称赞。

张岩接到侯学融后，吉林男
子一直跟着夸赞，并向侯学融讲
述张岩抓醉汉的义举，并盛赞张
岩“该出手时就出手”。

“后来，我一问，张岩才跟
我说这事儿，刚开始他也没打算
跟我说。我觉得，这是正能量的
事情，值得弘扬。”侯学融说，
张岩的举动为商丘人争光了。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本报讯 9月 22日下午 4时
许，郑州一奥迪Q7车主在商丘
市区繁华路段撞见套其牌照的车
辆，立马报警，民警随后将套牌
车依法查扣，并开离现场。

当天下午，商丘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一大队前进中队民警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在市区八一
路与金融路交叉口向北约300米
一小区楼下发现套牌车辆。民警
在报警车主的协助下，很快将套
牌车辆查扣，并将套牌车开到商
丘市交警支队院内。

次日上午，记者在商丘市

交警支队院内见到了套牌车和
正牌车。“两车同是黑色奥迪
Q7车型，从外观看两车相差无
几，仔细观察会发现两车的轮
毂颜色不同，真车牌照有防伪
标识、小字母字凹槽，套牌车
牌照没有防伪标识及小字母字
凹槽。”民警李丹向记者介绍
说。

郑州车主叶先生说，因近期
车辆在商丘违法太多，而自己又
不常来商丘，觉得蹊跷。于是，
9月21日，他和伙伴从郑州来到
商丘，希望能在茫茫车海中找到

套牌车辆，“我们通过去车辆处
罚中心查询，套我牌照的车辆从
广州到信阳一路有几处违法，在
商丘某路段同一路口连续9次压
线违法，经过一天的查找，没想
到真的找到了”。

据了解，使用其他车辆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
缴，扣留该机动车，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晚报记者 成绍峰

商丘六旬老汉 烟台见义勇为

修桥发现明代石碑 颇具考古价值

频繁莫名违法 车主大街上揪出套牌车

商丘好人商丘好人
Shangqiu Good PersonShangqiu Good Person

■晚报记者 成绍峰

残疾男子急办驾照
遇假警官被骗八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