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身边的事 讲校园的案

南宁师范大学五合校区 2019 年案件情况通扱

前言

今年 6 月是第 19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以“消除事故

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部署开展活动。为进一步提高师生员工

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安全防范技能，我们对 2019 年发生在我校五合

校区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整理和通报。希望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

例能够对同学们起到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作好安全防范的作用和目

地。最后，预祝各位师生员工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人人平安顺利，康乐

幸福！

南宁师范大学保卫处

2020 年 6月

交通事故案件

(1.) 2019 年 3 月 XX 日傍晚，某学院两位女生各自骑行电动车返校

途中，在合兴路往校区下

坡路段，其中一女生车辆欲从左侧超过收废旧无牌照三轮机动小货车

时，该小货车亦突然左转欲进对向收购点，因女生车辆避让不及追尾

小货车左后车厢，当场造成昏迷及所驾车辆车头撞烂。受伤后先后转

送两家医院急救。事故造成女生手臂骨折及上身软组织多处挫伤。



事故分析: 女生车辆车速过快，尤其是下坡路段更要控制好车速。观

察不足，盲目超车。五合校区东大门道路交通情况复杂，由南往北为

约 500 多米弧形下坡道路，往来车辆车速快，视线受地形影响等因素，

极易造成交通事故。据悉，今年 9月起南宁市实行两轮电动车驾驶人、

乘坐人必须佩戴头盔的交管制度，希望师生遵照执行。同时，建议同

学们出行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网约平台提供的车辆，为自己的

安全出行提供较为可靠的保障。

(2.) 2019 年 5 月 XX 日中午时许，某学院一男生无证驾驶非法两轮

燃油助力车(俗称小老鼠），在五合大道一学校大门口路段，由北向南

快速行驶，与对向一面包车右侧车身发生碰撞当场倒地昏迷。事故造

成该男生大腿骨、肋骨骨折及头部等多处肌肉软组织挫伤。交警责任

认定该男生负事故主要责任。

事故分析: 车速过快，驶入汽车车道不按规定线路行驶，法律意识淡

薄，违反法规无证驾驶非法车辆且不佩戴头盔，不注意观察对向车辆

状况。

温馨提醒:五合校区道路标线、示牌等道路设施有待完善，驾驶汽车

及骑行摩托车、电动车、单车时须注意控制好车速，注意观察，禁止

行车中做有违交规的行为，礼让行人，严禁机动车辆在校园练车、飙

车，确保安全。骑行单车及遛滑板同学应沿路靠右侧通行，注意避让

行人和车辆，控制好速度，严禁互相追逐打闹和随意横穿道路，通过



路口时注意确保安全情况下通行。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

(1.)2019 年 6 月 XX 日约 23 时许，某学院一女生宿舍三名女生同时被

网上诈骗约 2000 多元。

当晚，舍群 QQ收到同舍的当天一外出同学求助借钱信息。因转款时

已近午夜，三位女生均未在意拨打电话进行确认便转款。后发现系作

案人盗用该外出同学 Q 号行骗。

案情分析：QQ及微信号被盗用已属于“新常态”，必须警惕会随时被

不法之人盗用、冒用。遇有类似通过 QQ 及微信号“熟人”求助的，

切记转款前一定要电话联系对方，确认无误后再转款。

(2.) 2019 年 7 月 XX 日晚约 20:00 时许，某学院一女生被电话及网

络诈骗 10000 余元。该女生手机接到自称是京东客服主管的电话，对

方称因实习生操作失误将该女生由普通会员开通为 VIP 会员，该会员

资格须按月缴纳会费，询问是否取消。女生同意取消，之后“客服”

转接银行“客服”与女生联系，要求按对方要求操作网银转账，该女

生随后逐步“入套”按对方提示，反复操作转帐导致最终银行卡的钱

被骗失。

案情分析：时下，个人信息很难做到完全保密。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科

技手段窃取个人基本情况和同学因生活需要加入一些消费会员资格

等信息已缕见不鲜。遇到对方(陌生电话)能对你指名道姓，了解你储



如会员资格等外人不易掌握信息情况的，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并信以为

真！对对方提出凡有转款要求的千万要格外警觉！遇到这类对方声称

不按他们要求去做会有所谓的“麻烦”事千万不要心慌失去分寸！对

此事情可冷静向老师、同学求助或向保卫处报告处理。

(3.)2019 年 9月 XX 日上午 11 时许，某学院 19级一男生到保卫处报

案称：昨日(新生报到日)晚 11 点多，有班 Q 群一“男生”与其群内

联系，相互加了微信后，对方称其所带钱不够购电脑硬盘，向该男生

借 500 元应急，男生通过微信红包方式支付了 500 元，后发现上当遂

报警和向学校报告。经查，诈骗分子盗用该班一男同学的 Q号进入班

群，诈骗得手后已自行退出并“拉黑”受骗同学的微信。

案情分析：该男生始一入校遇到同学求助且人都没见到便施以援手，

助人之心固难能可贵但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此类唐突诧异的事

情还须多几个问号、小心谨慎为好。

(4.)2019 年 12 月 XX 日，某学院一女生到保卫处报案，称当天一陌

生男子先通过与其加 Q 后让其帮刷单被诈骗 11000 余元。该女生称平

时帮商家刷单假购商品，为商家聚人气打分，商家根据支付额返本奖

励刷单金。

案情分析：帮刷单赚点外块减轻家庭负担无可厚非，关键是选取信誉

好可靠的商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此外，类似刷单返点也难说是诈

骗人布的骗局，采取欲摛故纵之术，让受骗者尝到诱饵的甜头再一网



打尽。因此，建议这类所谓动动手指就赚钱的轻松事最好远离为妙。

手机、笔记本电脑被盗案件

(1.) 2019 年 4 月 XX 日下午，某学院大三 3 名男生报警称:3 人到露

天篮球场打球时，其

中两人将手机放在篮架下，打完球后发现各自手机被盗，总价值约

5000 多元。保卫处调取视频监控，发现嫌疑人为学生装束青年男子。

其作案后骑行电动车离校。同月 XX日晚，另有某学院两男生亦因上

述类似原因各被盗一部手机，总价值约 5000 多元。

(2.) 2019 年 10 月 XX 日 17:00 时许，某学院女生向保卫处报称:昨

天晚上在体育馆练球，将装有手机的包放在篮球架上，手机有点裸露

在外。约在 20时左右因事到馆外一小会，回来时即发现手机被盗，

价值约 1800 多元。经看监控发现一年轻男子手搭外套掩护偷走。

(3.)2019 年 10 月 X 日 22 时许，某学院一女生报称：晚上在露天篮

球场打球后发现放在场边华为手机被盗，价值 2500 元。

案情分析：上述案件经报警后，警方称类似的案件近年在五合大道沿

线的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

等学校已发生多起，大部分属于校外年轻人员流窜入校选取同学课余

打球时，佯装观球趁人不备作案。建议到运动场锻练时最好不携带手

机等贵重物品或有人帮妥善看管，确有需要带的可使用手机手臂套随



身携带，以防被盗。

(4.)2019 年 6月 XX 日中午约 13;50 时许，某学院一研究生男同学报

称其中午放在文理楼南楼二楼一教窒的笔记本电脑等物品被盗，价值

约 6000 元。后查视频监控显示，约 13时许，一着黑色丅恤背双肩包

青年男子进入未关门的教室，翻找课桌上的物品进行盗窃，将一笔记

本电脑装入双肩包内盗走。无独有偶，同一时段内，作案人又窜入北

楼 7、9层某学院工作室分別盗走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价值约 6000

多元，快递食品等物品。案发等教室为 24小时开放教室，日常不锁

门。7、9 层某学院工作室案发时未锁门，以上均系中午到食堂用餐

离开不关门和随身携带被盗物品所致。

案情分析：中、晚餐及到卫生间方便等原因离开无其他同学、同事在

的室内时要随手稳妥锁好门，笔记本电脑等物品最好随身携带，切勿

唱空城计，以免发生被盗。

保卫处将以防疫严格管控外来人员出入校园为契机，努力守好校

门，努力预防和减少此类盗窃案件发生。同时，希望广大师生注意做

好个人物品的防盗工作。

矛盾引发的斗殴伤害案件

(1.)2019 年 7月 XX 日上午约 11:30，某学院一大四女生报校园“110”

并报警称：刚才被一校外男子打了。接报后保卫处、派出所先后前往

处置。打人青年男子系校内某商家售卖某品牌小食品经销商。被打女



生同班因一女生兼职为打人男子工作，期间该男子纠缠兼职女生产生

矛盾。被打女生出于义愤主动“出头”找男子解决矛盾。男子称在店

内被打女生跟随纠缠其说事时几次当众对其辱骂后便动手打了对方

并致其头部撞门。警方调取了店内视频，传唤双方及兼职女生到派出

所处理。警方对打人青年男子进行了治安处罚，对被打女生辱骂他人

主动寻衅行为予以批评教育。

案情分析：遇到此类事情主动维护同学利益，敢于为同学“出头”固

然同窗情深勇气可嘉，但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首先应该寻求学校

帮助解决。即便单枪匹马也不要有意激怒对方引发身体冲突，“把事

情搞大”于己并无益处。试想如果对方因此丧失理智作出更为严重的

冲突伤害行为，吃大亏的只能是自己。

(2.) 2019 年 9 月 XX 日上午，某栋女生公寓楼门厅内，两女生因口

角引发冲突，先动手女生致对方轻微伤，受到相关纪律处理。

(3.) 2019 年 12 月 XX 日晚 11 点多，校园监控室接到宿管阿姨打来

电话报称有同学在宿舍打架受伤。接报后保卫处、派出所先后前往处

置。受伤的同学在校医室进行包扎，由 120 急救送到医院治疗。当晚

警方拘传了持刀片伤害同学的当事人，依据案情对其采取了刑事拘留

(后退学)。此前，涉案双方因矛盾曾发生斗殴过，双方及知情同学未

曾主动寻求学校解决。

案情分析：以上第(2.)、(3.)例所发生的案件涉事同学之间理应相互



尊重和包容，切勿积小怨而生大事，产生矛盾问题时应主动向老师报

告解决。知情同学也应出于关心爱护主动向老师报告及早化解矛盾纠

纷。同时，当事人任何一方切忌冲动时作出伤害同学的严重违法行为。

学生宿舍火险事件

(1.)2019 年 12 月 X 日晚约 23:50 时许，8 栋 B 座某女生宿舍，疑使

用电吹风筒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总开关处发生短路起火，当时只有该

名学生在宿舍使用电器，幸好该女生参加过使用灭火器培训，使用一

个灭火器进行了灭火，没有造成火灾。

案情分析：电吹风筒不用时要拨除电源，使用中发现烫手或闻到胶臭

味等异常应立即断电。日常购买的允许宿舍使用的电器要购买正品。

日常使用时注意状况是否正常，对虽仍能使用但出现线路接触不良等

情况要及时修复正常或弃用。

特别提醒：学生公寓为人员密集场所，是火灾隐患较为突出的场所，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为切实维护学生公寓正常的

学习、生活、休息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着眼加强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学生公寓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推动各级师生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

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在此郑重特别提醒: 凡学生公寓使用违规电器(电高压锅、电煮锅、

电炉、电饭煲、电磁炉、电炒锅、电热杯、电热毯、“热得快”、取暖



器等违章电器。以下简称“违规电器”)及酒精炉、煤油炉的学生，

都属严重影响消防安全的违纪行为。应立即将“违规电器”寄送回家

或贴好标签交到所在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保管，暑假时自行带回

家处理。此外，学生公寓内不准擅自拆除、迁移、自增宿舍内的供电

线路及设施，严禁破坏楼内的供电线槽（盒）和供电电缆,有此类违

规情况的及时报告所住楼栋负责的电工师傅处理。对不自行清理“违

规电器”的学生一旦查实将按相关学生管理及纪律制度的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