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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被记满 12 分后，驾驶员必须通过公安交管平台在线学习 12 小时交规

为图省事，他在摄像头前贴了张一寸照

当交警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毛君丽 陈晨

在视频中看
到蒋某把自
己的照片贴
在摄像头前
时， 也是乐
了。

本 报 讯 根据交警部门的规定，驾照被
记满 12 分后，驾驶员必须通过公安交管平
台，在线学习 12 小时的交规。 可面对这一
规定时，云和一位驾驶员“灵机一动”，居然
在摄像头前贴了张自己的一寸照， 试图逃
避交警的检查。事后就连交警都说，从来没
有遇到这样奇葩的事。
这事发生在 11 月 8 日。 当天下午 3 点
多， 一名姓蒋的男子来到云和交警大队宣
教科，说是自己之前由于准驾不符，驾驶证
被记满了 12 分， 现在他已经按照规定，通
过公安交管平台在线学习了 12 小时交规，
希望能尽快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环节， 好早
点拿回驾照。
然而， 当交警部门的审核人员在查看
蒋某的在线学习记录时， 却发现了异
样——
—视 频 中 的 男 子 一 直 保 持 相 同 的 姿
势，表情始终没有变化过，甚至连眼睛不曾
眨过一下。
审核人员揉了揉眼睛， 几乎把脸都凑
到了电脑显示屏上了，再这么仔细一瞧，乐
了——
—面对摄像头的分明就是蒋某的一张
照片嘛！
“一开始，他还辩解，说他家的网络很
差、很卡，所以视频中的‘他’才看起来一
动不动。 ”审核人 员说，当他们发现蒋某
用照片代替自己参加学习后，蒋某一开始
还抵赖，直到审核人员给他看了视频中他
他

往摄像头前贴照片的那一幕后，他
才不
不 好 意 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尴尬
地笑了起来。
原来， 蒋某得知自己要在公安交管平台
上在线学习 12 小时后， 就一直在冥思苦想，
怎么才能省时省力。 一番脑洞后，他突然“开
窍”， 随后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自己的一寸
照，并小心翼翼地贴到了摄像头上，让照片代
替自己参加学习。
对自己的这招，蒋某十分得意，但他也太
低估交警的能力了——
—照片里的他， 表情不
变，眼睛不眨，谁还能看不出呀？ 最后还推托
网络不好，运营商可说了，这锅我可不背。
当场挨交警一通批是少不了的， 重新参
加 12 小时的在线学习也是必须的。 蒋某是聪
明反被聪明误， 唯一成功的地方就是给了大
伙一乐子。
交警说了， 一旦驾驶证被记满 12 分，这
几步可少不了：首先，驾驶员要登录公安交管
平台，在线学习 12 小时，然后，参加交警部门
组织的站岗劝导活动， 并到机动车驾驶证核
发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参加为期三日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 最后，还要参加车辆管
理所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
知识考试（科目一理论考试），合格了，才能重
新拿回驾驶证。
记者看了这几步都觉得头皮发麻， 所以
说，大伙还是要遵守交规，千万看紧手中的那
12 分。

12 年前，欠银行钱的一对丽水夫妻为躲债远赴广州打工
银行之后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就连承办该案的法官都退休了，可是……

市区多家商铺收到假钞
原因是疏漏了这个细节
□ 见习记者 徐期辰 通讯员 叶志明
本 报 讯 昨天下午， 市民胡女士向莲都警方
报案称，她店里收到了两张百元假钞。 而这样的
案子，近期警方已经接到多起，并且，犯罪嫌疑
人的手法如出一辙。
胡女士在市区中山街上的一家服装店工作。
11 月 10 日下午，一男一女走进她店里，在转悠
了一大圈后， 拿着一双价值 10 元的袜子到收银
台付款。
“他们递给我一张 100 元的钞票，我刚把钱过
了一遍验钞机，他们又突然说身上有零钱，说着就
把那张钱拿了回去。 ”胡女士说，之后，那名女顾客
在自己兜里翻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零钱，于是，
那名男顾客又将一张 100 元的钞票递给了她。 胡
女士没有多想，收了钱便递给对方 90 元。
同一天下午 3 点 50 分， 又有一对男女走进
服装店，也是买了一双袜子，并且同样递给胡女
士一张百元钞票。 直到晚上清点当天的钱款时，
胡女士才惊讶地发现， 里头居然有两张百元假
钞，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两对骗子。
警方分析说， 骗子应该是在收银员验钞后，
进行了调包，而收银员误认为还是原来的那张钞
票，也就疏忽了。 这样的案子近期在市区多家商
铺发生过，为此，警方也提醒广大商家，在收银
时一定要多个心眼，以免受骗上当。

10 万元，他们主动带着现金到法院还钱
□ 见习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祁崇捷 林珊
本 报 讯 “虽然这 12 年我们两口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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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苦，但如今把钱还上了，我们的心也
就安了。 ”11 月 10 日，丽水人邹师傅和他的
妻子一道，带着 10 万元现金赶到莲都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办理了偿还手续，终于卸下
了背负整整 12 年的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 还要从 2003 年说起。 当
年，出于工作需要，邹师傅和妻子向银行贷
款 14.9 万元， 购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那
时，丽水拥有私家车的人还不算很多，夫妻
俩就指望这车能替他们多挣点钱， 好让日
子好起来。
然而，车子仅仅开了两年，就被人给骗
走了。 而当时，邹师傅两口子还有近 10 万
元贷款没有还， 他们安逸的日子随即戛然
而止。 为了躲债，夫妻俩辗转到了广州，隐
姓埋名住了下来，靠打工糊口。
之后的多年，虽然法院未曾放弃对夫妻
俩的执行工作，但因为找不到人，他们名下又
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 所以执行这事也就

拖了下来。 到了后来，银行只好向法院申请终
结执行，就连承办该案的法官也退休了。
当夫妻俩带着钱主动赶到法院， 申请办
理偿还手续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十分诧异。
一打听，他们才得知，这 12 年来，夫妻俩始终
没有打消过还钱的念头。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我父亲一直是
这样教育我的，而如今，我也成了父亲，所以
更应该以身作则， 如此教育孩子。 ” 邹师傅
说，刚到广州那会，他们两口子睡在大棚里，
经常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 而为了尽快还上
钱， 他们几乎什么活都干， 养过虾， 卖过茶
叶，有时候还经常一人兼两职。
“这么多年，除了供孩子读书外，我们几
乎不怎么在自己身上花钱， 钱就这样一点点
攒下来了。 ”邹师傅说，当他和爱人终于攒够
10 万元钱时，他们别提多激动了，当即就决
定马上回丽水还钱，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在走出法院的那一刻， 邹师傅和爱人如
释重负，他们说，12 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般轻松过。 接下来，他们要好好努力，开启一
段没有“包袱”的新生活。

载着巨型风车叶片上高速
几位走夜路司机摊上事了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林茂红 吕海涛
本 报 讯 昨天一早， 高速交警在温丽高速青
田服务区查扣了三辆超长大货车——
—它们分别
载了几片长达 40 多米的巨型风车叶片。
“它们太醒目了，我们在监控中看到它们时
吓了一条，车上那风车叶片超出车身足有 15 米，
行驶时，叶片尾部还不时会晃动。 这要是引发事
故还得了呀。 ”高速交警告诉记者，在发现情况
后，他们当即就赶了过去，在青田服务区里见到
了这三个“大家伙”。
据一位货车司机称， 这些用于发电设备的风
车叶片是从江苏起运，准备运往温州的。 因为知道
货物超长，他们还特意选择在夜间上高速，希望能
侥幸抵达目的地。 结果，还是被交警查到了。
因为几位货车司机在运载超长货物前没有
办理相关手续， 交警最终依法查扣了他们的车
辆。之后，货车司机需补办相关手续，并通知沿途
高速交警做好应急预案，才能重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