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偷铁板
拖伤主人

本报讯 徐某偷拿一块价值 50元
的铁板，被发现后强行开车拖行板主人
10多米。近日，他被以涉嫌抢劫罪被移
送武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去年5月20日中午，徐某驾驶电
动三轮车到武进区奔牛镇收废品，途中
停在王家前门，去后门方便时发现屋里
没人，杂物堆里有一块铁板，便起了贼
心。他把铁板扛到车上，离开时被王某
发现，遂调转车头逃跑，结果却进了一
条死路。慌乱中掉头再次经过王某家
门口时，王某的妻子陈某跑出来拉住
车头，徐某加速向前冲，将陈某拖行了
10多米，导致她头皮血肿、左脚踝裂
伤。眼看村民都围了过来，徐某见势不
妙弃车逃跑。经法医鉴定，陈某所受之
伤属轻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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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擀面杖
1月10日 晴

今天是我的手术日，完成所有手术
已是下午 3点，肚子早就唱起了空城
计。急匆匆准备去吃饭，走到办公室门
口，看到昏暗的过道的凳子上坐着一个
女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我感到
有些奇怪，但也没多想，拿出钥匙开门进
屋。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喊“BIBI
YE”（#

!" !"

$ 在当地语中表示对女性

的尊称），回头一看，正是那女子，她站起
身，拿着棍子走了过来。

定睛一看，原来是我曾救治过的病
人Fatuma。她告诉我上午就来了，一直

坐在这等，就是想把这根棍子送给我。这
根棍子长约160厘米，粗约6厘米，如
同一根金箍棒，拎在手里很沉，颇像是防
身用的。Fatuma说，她送我这根棍子是
给我擀面条的。

2个月前，她经我所在医院的一名
医生介绍来找我。第一次交流时，我就感
觉到她非常内向，不太愿与人讲话，但英
语很好，与我交流完全无障碍。我耐心询
问，才得知她患有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
合并先天性无阴道。在桑给巴尔，当地人
对生育及性生活质量非常注重，对于像

她这样的病人来说肯定非常自卑。仔细
检查后，我告诉她可以通过手术矫正，她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术前，我单独与她沟通，讲述并分
析手术的利弊及术后的注意事项，渐渐
的，她打开了话匣子，告诉我她有男友，
所以才来手术。手术很顺利，术后她恢
复得很好。非洲人对疼痛非常敏感，稍
微有点就不愿配合检查，但Fatuma总
是非常配合我，术后每次给她更换阴道
模具时从来不叫，只是轻声地念着一些
像是祷告的话，自己安慰自己。慢慢地，

我们越来越熟悉了，她把我当成无话不
说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爱好、家人，并且
向我道歉，说其实她早已结婚，只是不
想让病房的医护人员及其他病人知道，
所以刚来医院时对我撒了谎。

闲聊中，她问我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我告诉她许多中国人喜欢吃面食，常常
自己用擀面杖制作面条、水饺。真是说者
无心、听者有意，她把我这话记在了心
里，出院后立即去找了一个木匠，为我打
磨了这根巨大的擀面杖。

拿着这根并不精致好用的擀面杖，
我非常感动。虽说援外生活异常艰苦，我
们身在异国他乡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
同样很多。

援桑医疗队队员叶文凤记录

本报记者 芮伟芬 整理

车主有违诚信 保险拒赔有理
公公肇事儿媳“顶包”

本报讯 车辆保险手续齐全，可发
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理由
是：报案时所称的驾驶人，并非事故时实
际驾驶人。近日，天宁法院对一起保险合
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仅需在
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理赔款1990元，
车辆损失险范围内保险公司无需赔偿。

2012年12月，林女士为其轿车投
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
失险和不计免赔险等险种，车损险限额
为18.9万元。去年6月30日，她的公公

张某开着这部车行驶至新北区常澄路段
时，不知怎么竟撞上护栏。张某惊慌失
措，打电话给儿媳，儿媳飞速赶至，冒充
驾驶员。顶包行径没有逃过公安机关的
法眼，市交巡警支队新北大队后作出认
定，张某叫人冒充驾驶员，未保护现场，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事发后，保险公司派员定损，确定车
损为3.2万元。林女士在赔偿了护栏损
失及鉴定费1990元后，向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遭拒后于去年9月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车辆损失
险免责条款上载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
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
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
保险机动车逃离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
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找人顶包的行为
违反交通法规及社会公德，若保险公司作
出赔偿，必将对社会的公序良俗带来负面
影响，违背社会的价值取向，据此作出上
述判决。 !庄奕13861028908!天法"

改装电摩：莫将生命当儿戏
武进工商上门检查发现为无照经营
交巡警表示上路查到罚款扣车

本报讯 “儿子前不久嚷着要5000
块买电摩，今天看了2段视频担心得不
得了！”戚区居民任女士告诉记者，读大
专的儿子晓刚最近迷上了改装电摩，曾
不止一次在父母面前炫耀这种车的厉
害，“家里的私家车都开不到那么快”。日
前，任女士在儿子未关的电脑上看到了
2段视频，是一群年轻人深夜在马路上
开电摩飙车的场景。任女士说，她只知道
儿子说的那家店在遥观的河苑家园，希
望相关部门能去管管。

当天上午，任女士发来2段视频的
链接，记者点开后发现这是网友上传的
时长分别为 18秒和 16秒的优酷网站
视频，视频应该是在同一条马路上拍摄
的，时间是晚上，道路两侧路灯很亮，道

路上交通标志标线齐全。视频中三四个
人分别驾驶电摩从远处驶来，在拍摄人
身边呼啸而过，所有电摩都安装了类似
汽车的氙气大灯，速度非常快。2段视频
的标题均为常州戚墅堰 X联盟暴改电
摩。记者随后在网络上搜索“X联盟河
苑”，立即出现了位于河苑家园的一家电
动车店的介绍网页。其中介绍到：把电车
真正打造成机车的品质，并追求车辆工
艺的极致，前卫的车型、个性化的配置、
高品质的电车、独一无二的特色。

为了一探究竟，武进区工商局横林分
局的工商人员赶到了现场。此时，店门口
还有一名车友在改装车灯。面对工商人
员，老板甚至拿不出营业执照，只是反复
说还在办、在准备资料。再一问开业时间，

竟然是去年夏天。店内的墙上展示有避
震、电机控制器、仪表盘等各种改装配件，
但老板矢口否认帮人改装车辆，只说是拿
到外面请有资质的企业改装。对其无照经
营的违法行为，工商人员进行了严肃批
评，并进入处罚程序，同时警告其不可非
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我们会经常来巡查，
发现有改装行为立即进入处罚程序。”横
林分局一位副局长在现场如是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改装电动
车有上升趋势，普通电摩加装10个电
池并整车改造后时速可达 120公里以
上，加装5个电池并改造后时速可达80
公里以上，颇受追求刺激的年轻人追捧。
不过改装电动车的价格不菲，从4000
元到2万元不等，带来的最主要问题是

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2012年、2013
年，戚墅堰工商局就先后查处过2起经
营户违规改装电动车案件，其中1起的
经营户销售改装用的大功率控制器，电
机输出功率高达2000W。而根据国标，
电动车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得大于
240W。

记者从交巡警部门了解到，电动车
属于非机动车，但改装后的电动车行驶
速度较快，已经成为继摩托车之后对交
通安全威胁较大的“马路杀手”。交巡警
部门执法时一旦遇到改装的电动车超
速，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有关条
例规定，做罚款扣车处理，希望市民不要
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儿戏。

!佘慧"

寒风中等车主2小时
未关车窗，iPad遗留车内

本报讯 粗心车主忘关车窗，将
iPad遗留在车内。热心保安巡逻发
现后等候2小时，最终将iPad交还
失主。

近日，市民邓某到某小区亲戚
家吃饭，下车后忘记关上车窗就上
楼了，一只iPad遗留在了车内。小
区保安谢炳海、孙步刚在小区内巡
逻，经过车旁时发现车窗未关，副驾
驶座上有一部平板电脑。2人在车
旁等了近20分钟，未看到有人来
取车，推算车主可能回家吃饭了。担

心iPad丢失，谢炳海将之拿到门卫
处，并记下了车牌号。因该小区只有一
个出口，2人准备等车子开出去时将
iPad还给失主。

小区进出车辆较多，担心错过了
失主的车，他们不顾寒冷，站在大门口
等。晚8时许，邓某想起iPad，赶紧到
车上去找，发现没有而报警。看到警
车，谢炳海告诉民警收起iPad的情
况，民警带着他们找到车主。iPad失
而复得，邓某连声道谢。

!吴同品18351218505!朱燕华"

超限检测站考核执法量？

近日，一篇题为“武进公路超限
检测站惊现‘变相罚款指标’”的帖
子出现在本地网站论坛，发帖人“揭
露丑恶”晒出一张照片，称是他去该
检测站办事时发现的公示文件，其
中竟有和绩效工资挂钩的执法量考
核内容。“揭露丑恶”说，查不到车就
不发钱，这明显是把执法任务与指
标挂上钩。

照片中显示的是一张公路治
超路面稽查人员月度考核表（征求
意见表一），记者看到在考核项目
第一项“职责履行”中划分了“出
勤”、“超限检查”、“行政强制”三
类，受到网友质疑的主要是“超限
检查”，这一栏的考核内容为：以 2
人一车为单位，每单位每月查超限
车辆不低于16辆且超限吨位不低
于240吨，1—2月份减半。”在“评
分细则”中还明确每查处一辆，加5

分，每查处1吨，加0.33分，平均每周
路面检查时间不少于40小时，每少
1小时扣1分等内容。在这张表的底
部，注明了绩效工资与考核得分的关
系和算法。

昨天上午，记者从武进区交通局获
悉，网友贴出的考核表的确是武进公路
超限检测站的一份征求意见稿，尚未开
始实行。据工作人员介绍，武进公路超
限检测站是2011年成立的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经费全部由财政保障，与罚
款收入不挂钩。意见征求稿的出台，最
终目的也并非为了多罚款，而是消除少
数职工的消极怠工现象。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超限车辆严重影响公路桥梁
和公路通行安全，威胁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依法加强对超限车辆特别是恶
意超限车辆的查处，尤为必要。这次
出台的考核意见中对查处车辆数和
吨位数的考核，只是为了防止选择性
执法而采用的综合指标体系，该数据采
用前2年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童童13813585755

失散48年母女相逢
社区民警半个月多方查找

本报讯 48岁的在常务工人员陈
女士，一出生便被过继给养父母，一直
想见见亲生父母。去年12月初，她与
房东闲谈时，无意中提到这个心愿。房
东遂向他推荐了社区民警吴南平。在吴
南平的帮助下，历经半个月的多方寻
找，陈某最终在浙江金华找到了89岁
的生母，一家人得以团聚。近日，刚从金
华返常的陈某特意赶到西林派出所，感
谢吴警官为自己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陈某10多年前跟随丈夫一起来
常打工，一直住在西林街道。去年12
月1日，陈某到房东沈女士家串门，
两人闲聊时，无意间提到“过继”。

陈某告诉沈某，自己一出生就被
过继给父母的好友，至今已近半个世
纪。自年少时起，陈某就一直想见一见

自己的亲生父母。陈某称，生父母在下
放到内蒙古时，由于家中条件不好，便
将最小的她过继给一起下放的陈家。当
初，两家人常互相走动，但后来落实政
策后，两家人便分离了。陈女士跟着养
父母去了湖北，从此与生父母失去联
系。陈某逐渐长大，开始询问自己生父
母的情况，养母总是避而不谈，养父在
30年前去世，去世前告诉陈某，她的亲
生父母可能在浙江，但已不记得他们的
姓名。不过，陈某的养父记得陈某有个
姐姐，叫“张亚玲”。

沈某告诉陈某，社区民警吴南平
很热心，建议她向吴警官求助。

去年12月3日，吴警官到陈某所
住的凌家村走访，陈某便向他求助，吴
警官热心地答应下来。陈某能提供的

信息除“张亚玲”外，只知道她至少已50
岁，还另有两个姐姐，因此并未抱太大希
望。吴警官回派出所后，开始在浙江范围
内搜索，一连找了数天，经过层层筛选，
终于在浙江金华婺城区找到一位名叫张
亚玲的女子，与陈某提供的信息很接近。
陈某得知后，忐忑地打电话过去认亲，对
方表示，确实有个妹妹曾在内蒙古被过
继给他人。

去年12月13日，陈某启程赶往金
华，下午在当地见到了已89岁的老母
亲和3位姐姐。老母亲抱着陈某痛哭流
涕，称当初把她过继后自己一直很内疚，
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但未成功，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一家人还能团聚。

!舒泉清15961236060黄正东"

认车不认人 砍伤无辜者
本报讯 市民小吴在一家超市门

口被2名陌生男子砍伤，从未与人结
怨的他百思不得其解，最终还是警方
解开谜题———原来是犯罪嫌疑人找
错了目标。近日，涉嫌故意伤害罪的
赵某被移送天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去年9月10日晚，小吴和朋
友开车到天宁区一家超市，刚停稳，
2个陌生男子就冲过来拉开车门，
朝着他一顿乱砍，小吴左手臂和左
腿挨了数刀，血流不止。两男子行凶
后开车逃离现场，17天后，其中的
赵某被抓获归案。

赵某曾因吸毒多次被公安机关
处罚，还曾因盗窃罪、贩卖毒品罪和

故意伤害罪3次被判处刑罚。去年8
月，赵某的女友张雪（化名）告诉他，前
男友金某买白色本田轿车时，欠了自
己2.5万元一直不还。赵某很生气，就
想找机会教训一下金某。案发当天，金
某约张雪在天宁区一超市门口还钱。
赵某开车送张雪过去，并通知哥们郑
某准备好砍刀。

张雪担心赵某和郑某对金某不
利，途中下车单独打车前往，赵某背着
她仍开车前往约定地点。到超市时，他
正好看到小吴在停车，因为也是白色
本田轿车，赵某不假思索就和郑某冲
上前行凶。经法医鉴定，小吴所受之伤
已达轻伤。 !童童 曹旭伟 吴敏"

私领赔偿款300余万元
隐瞒事实欺骗委托人

本报讯 与他人合伙开办法律
服务所的江某，从2012年3月开
始代理交通事故诉讼后，竟对当事
人隐瞒判决结果和赔偿款到账的事
实，代领赔偿款用于赌博、租地、填
补其他委托人亏空等用途，以致无
力偿还。近日，涉嫌诈骗罪的江某被
武进区检察院依法批捕。

2011年5月，江某与他人合伙
成立法律服务所，主要负责交通损
害等诉讼。2012年至2013年期间，
法律事务所资金链断裂，为弥补亏

空和救急，江某便想到手中的孙某交
通事故诉讼案，当被告人交付赔偿款
后，他向孙某隐瞒赔偿款到位的事实，
代领39万元的赔偿款用于赴澳门赌
博、拆东墙补西墙，孙某多次询问和索
要，江某屡次推脱或称无力偿还。

警方查明，江某还涉嫌多起诈骗
案件。在2年时间里，他对委托人隐
瞒判决日期、代领赔偿款，私自将代
领的300余万元用于赌博、租地、服
务所日常开支等活动，至案发尚未归
还当事人。 !童童 孙晓娟"

小伙冒充卖淫女诈骗
本报讯 一个19岁的男青年，

在网络上利用 QQ号冒充卖淫女
进行诈骗，每次 100-200元，共骗
得7000余元。目前，该男子已被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金坛人蒋某，今年19岁，2013
年开始在网上利用 QQ号实施诈
骗。他先将QQ性别设置成女性，
为使可信度更高，还在头像及空间
相册里均下载同一较为妖媚的女
子的照片。同时他还将签名改成
“快餐388，包夜888”，然后坐等他

人主动加他。待聊了几句，对方上钩
提出性要求后，蒋某就编造借口，或
是要定金，或是要打的费，要求打到
其指定的账户上。钱到账后，蒋某就
立刻将对方拉黑。由于每次骗得数额
只有 100至 200元，很少有人举报，
蒋某前后得手 50多次，获利 7000
余元。

1月3日，蒋某因涉嫌盗窃被水
北派出所抓获，经审查，交代了自己利
用QQ号冒充卖淫女诈骗的行为。

!吴同品 吕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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