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8.29 星期五

XIANDAIJINBAO

宁波新闻·现场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编辑：张亮 版式：陆丽君 校对：陈欣

现代金报 A07

父亲离婚要抛弃自己,12岁的琪琪有点怕

法官阿姨,你们配合我演一下戏
我想让爸爸知道我是听话的
父母离婚,对簿公堂,却将无辜的孩子抛弃在法庭。昨天,宁海
法院深甽法庭遇到这样两位当事人,法官最终判决,两人不准离婚。
琪琪(化名)今年12岁,宁海人。父亲张某与母亲顾某因感情不
和,自2013年开始分居。后来,顾某去了宁波,琪琪便跟随父亲在宁
海生活。
由于张某忙于生计,平时对琪琪照顾比较少,而且他脾气不好,
偶尔会打骂女儿。这些遭遇,使得年幼的琪琪多了一份成熟,自我保
护意识非常强。
今年8月,琪琪母亲顾某起诉至宁海法院深甽法庭,要求与张
某离婚。法官经多方打听,在一个工地上找到张某,并送达了应诉
材料。
当天下午,张某便带着琪琪一起来到法庭。他对承办法官说自
己现在患有癌症,经济上拮据,如果要离婚,要求女儿由顾某抚养,
并要求顾某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护理费等费用。
随后在法官要求下,张某做完笔录。但不料,做完笔录后张某找
了一个借口离开,将琪琪留在法庭。
法官多次打电话给张某,他都表示不会来接孩子,后来索性就
不接电话。无奈,法官便询问琪琪,知不知道其他亲人联系方式。可
琪琪怎么也不说,只是强调:“爸爸叫我留这,我不回去。”
法官联系顾某,后顾某从宁波赶来把女儿接走。谁知到了第二
天,张某又反悔,要求要回女儿,法官只得再次与顾某取得联系,让
她将女儿送回来。另一边则稳住张某,让他下午再来法庭。
当天下午,琪琪回到法庭,知道自己将要跟爸爸回去,便小声拜
托法官:“法官阿姨,昨天晚上我跟妈妈在一起不要告诉爸爸。还有
等下他来接我的时候,你们配合我演一下戏,我不愿意走,你们一起
把我推上车。”
法官心里一下子五味杂陈, 琪琪没有把心里话都讲出来，她
是怕爸爸知道自已跟妈妈在一起,会招来一顿骂。而演戏,只是为
了让爸爸知道她是听话的,坚持留在法庭不走,是法官硬要让她
上车。
昨天,对顾某和张某的离婚诉讼,宁海法院一审判决不予准许。

■名词解释

水膜效应

指的是下雨时公路上形成一层薄薄的积水,
像水膜一样贴在路面上,这层“膜”大大降低了
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当车速过快时,就很容
易发生“水上漂”现象。

近来雨水多
高速行车小心水上漂

□通讯员 于珊婉 记者 郑振国 实习生 郭传太 漫画 吴玉涵

“卖分”小伙被“分贩子”从上海拉到宁波

驾照分没卖掉 反被民警批评
温州人小陈最近很不顺,去上海找工作一直找不到,每天花销让他身无分文,连回去路费也没着落。8月
25日,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陈看到了一则广告:高价回收驾驶证分数。小陈觉得找到了筹钱的出路,可真的是
好出路吗？
□通讯员 王娇芬 李飒军 记者 方磊

从上海到宁波卖驾照分数

分没卖掉还被民警严厉批评

8月25日那天,小陈在网吧上网时看见墙壁上有条小广
告:高价回收驾驶证分数。
“反正我的驾驶证分数没扣过,把这些分数卖掉,那回
家的路费不就有着落了么。”小陈按照广告上留的联系方式
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你们回收驾照分吗?”
“对的,扣6分500元,扣9分700元,扣12分2000元,吊
销驾照并拘留15天的20000元。”对方在详细讲解了买分数
的具体细节之后,便问小陈,“你要卖多少分?”
“我只要凑足路费就可以了,卖9分吧!”小陈大致估算
了下,觉得700元回家够用了。
两人相约在上海地铁三号线的宜山路碰面。 当天上
午 9 点 半 , 小 陈 如 约 而 至 , 没 过 一 会 儿 ,3 辆 小 车 驶 来 , 其
中一辆 车 的 司 机 招 呼 他 上 车 。 三 辆 小 车 随 后 上 了 高 速 ,
开到宁波。
在宁波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门口附近, 三辆车停了
下来,陆续走下七八个人,此时小陈才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卖
主,另外还有7人也和他一样是卖分数的。

“车队”一个司机走过来对小陈这些卖主说:“让驾驶证
扣爆的、钱拿多的先进去。”
卖主零零散散依次跟随司机进入车管所大厅,小陈一直
在门外等候着。可一直等到最后,他发现其他人都办好了,就
剩自己一个。
“今天能不能扣?” 小陈着急问司机。 司机看了一眼他
说:“今天不能扣了,给你开个宾馆吃个饭,明天再说。”
“不行!你从上海把我带到宁波,现在又让我在宁波住宿,
是把我当猴耍吗?你们今天必须把我送回上海。”小陈很气愤。
这时司机也开始不耐烦了,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
来。和司机一起的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小陈见对方人多,
立马打电话报警。
见小陈报警,3辆车司机和另外7个卖主立马逃走。 等民
警赶到时,只剩下小陈一人站在车管所门口。
民警对小陈卖分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管是 ‘借
分’还是‘卖分’,都属于违法行为,一旦发现都给予严厉处
罚。”民警对小陈说。
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进入立秋,一场雷阵雨,增添一丝凉意,但
对于在高速行车过程中的司机来说, 开车尤其
要小心。
短暂性强降雨会导致路面积水,形成了“水
膜效应”。前天,宁波高速交警就处置了三起因
雨大路滑撞护栏的事故。
前天中午11点,G15沈海高速上海方向距观
海卫出口不到1公里的位置,一辆大客车撞护栏
后侧翻,所幸当时车上并没有乘客,司机系了安
全带,只受了点皮外伤。
大客车司机张师傅说, 他是上午10点半左
右从宁波出发去上海机场接机的,是辆空车,车
上没乘客。事发前高速上雨下得非常大,车辆大
概以90码左右的速度在第三车道上行驶, 突然
感觉车辆后部甩尾,虽然竭力想控制住,可还是
没能控制住,最后撞上边护栏后侧翻。
前天下午5点05分,正在巡逻的李警官接指
挥 中 心 报 警 ,G1512 甬 金 高 速 往 金 华 方 向 40K
(距离沙溪收费站将近3公里)有集装箱车撞到边
护栏。赶到现场,只见一辆集装箱车半个头已经
扎进边护栏,驾驶员未受伤。驾驶员说,行驶到
事故发生地时,自己的车子正在第二车道行驶,
当时车子行驶的方向有点偏向第一车道, 就想
方向盘往回打一下, 谁知这下雨天, 方向盘一
打,轮胎居然打滑了,就“砰”一声撞上去了。
5点50分,G1501绕城高速往姜山北方向,
有小型普通客车碰撞中央护栏。 驾驶员说事故
原因和上面两起一样, 行驶到事故发生地时感
觉车子有些飘起来,随后方向盘就控制不住,重
重撞在中央护栏上,下车看,发现路上有积水。

下雨天行车
如何避免“水膜效应”?
近期雷雨天气较多, 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
碰到大雨甚至暴雨, 车前方马上会形成一片白
雾,能见度极差。这时,驾驶员首先要保持冷静,不
要惊慌,必须马上降低车速。必须马上打开大灯、
防雾灯、双跳灯,因为双跳灯的黄色光源穿透力
大于红色光源, 能让后面的车主或前面的车主,
提早发现,避免事故的发生。
在大雨中行车,必须集中注意力,紧握方向
盘。高速公路一些低洼处会积水,出现打滑、漂移
现象,此时千万不能踩刹车,松开油门,握紧方向
盘是正确操作。对新手来说,碰到这种情况,特别
是在晚上, 最好去就近的出口或服务区休息一
下,等雨小了再上路。
通讯员 李邓丰 忻凯 记者 张海玉

奥克斯空调：被誉为大学“名誉校长”
现如今大学校长真不好当， 不仅要关注教
学水平、师资力量、教研创新……“为学生采购
空调”也已成为衡量其成绩的重要指标。 在学
生眼中，“中国好校长” 的标准里必须要加上
能够为学生采购到好空调这一条。
于是，各个空调企业也变成了各大高校的
“名誉校长”人选。 奥克斯、格力、美的等空调
巨头都在角逐这个热门岗位。 其中，奥克斯凭
借屡次中标， 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高校学子心中名副其实的“名誉校长”。

品质成进军高校的通关令牌

高校空调“刚需”集中爆发

据悉，进入 2014 年，奥克斯空调在全国高
校的空调招标采购项目中连续中标，分布于浙
江、河南、安徽等多个省市。
事实上，从 2008 年开始，奥克斯已为包括
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
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高
校提供超过 10 万套空调。
不久前， 奥克斯空调中标安徽省 20 万套
校园空调项目，成为倍受高校青睐和值得信赖
的“中国好空调”。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赵伟深有感触，“奥
克斯的制冷非常快， 每次下午打完球回到宿
舍，打开空调后凉气迅速袭来，特别爽。 ”而来
自外语学院的东北女孩李威的观点更为典型：
“南方冬季潮湿阴冷， 我们北方人不习惯，奥
克斯空调的制热效果非常好，快速升温，和家

对中国 90 后及 00 后学生来说， 空调早已
成为其居住环境的一种标配， 对于无法提供空
调的高校，这些“典型用户”对此产生了诸多负
面情绪， 甚至于对此表达出这是衡量学校是否
真正做到教育“以人为本”的重要参考指标。
对于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是品牌成功的
关键，奥克斯无疑是空调行业的典型代表。 在
企业发展过程中，奥克斯对于社会热点始终保
持着高度敏感和社会责任心，与各大高校保持
着紧密沟通。 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陆续为中国
的部分高校提供高品质空调。 凭借品牌力、产
品力屡屡赢得学校、学生的高度认可，也在坊
间形成了中国大学“名誉校长”的口碑。 这也
为 2014 年的持续中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里的暖气效果一样”

中标高校凸显口碑效应
业内人士分析，奥克斯空调以高校为突破
口，凭借口碑效应，实现品牌声音从学生向家
长，从潜在消费人群向实际购买人群的有效传
播。 不仅获得了市场发展的新机遇，更赢得了
品牌美誉，抓住了未来的潜力消费人群，同时
又影响到现在的消费者，进一步体现出奥克斯
在营销领域的前瞻性和对消费者的深刻洞察。
奥克斯在高校形成的好口碑与其精品空调
战略也是密不可分的。 “品质首先是一个态度，
其次才是一个体系。 绝对不能满足于靠单一价
格或者卖点因素吸引消费者购买， 而是所有细
节都要以精品来要求，外观要时尚高档，整体能
效要高，基本冷热性能要出色，功能要受消费者
喜爱，长期可靠性要高，这样的空调才是精品空
调。 ”奥克斯家电集团总裁钱旭峰对此表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