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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搬进了新家，感觉真好，真
的感谢爱心人士帮我们做的这样一件大
好事，我们以前住的牛塘养老院，已经快
30 年了！‘新家’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全新的设施设备，工作人员也很专业。”
昨天上午，住在武进牛塘镇净慧牛塘颐
养中心的刘大爷高兴地对记者说。记者
获悉，这座养老院是我市一名爱心人士
匿名捐款3500万元建造后，赠送给牛塘
镇政府的。目前，净慧牛塘颐养中心已投
入使用一个多月，老人们普遍反响不错。

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净慧牛塘颐养
中心，该中心规模较大，绿化十分漂亮，
就像一个疗养中心。牛塘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老人们原先居住的牛塘镇敬
老院始建于 1987 年，由厂房改建而成，
至今已使用 30 年，各种床位相加不到
30 张，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养老需求。
2014年，我市一位爱心市民得知这一情
况后，主动联系牛塘镇政府，表达了自己
想捐助建设一座新养老院的意愿。很快，
当年 9 月 28 日，由这位爱心人士捐资的
牛塘颐养院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颐养院
位于牛塘镇长虹花苑南侧，东龙南路
800 号，总用地面积 7370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11561 平方米，是集养老、医疗、
康复、护理于一体的服务性综合体，床位
数达250多张。

今年 7 月初，搬进新家没多久，牛塘
卫生院与牛塘颐养中心联合为养老院老

人进行体检，并为他们建立了健康档案。
体检结束后，颐养中心组织老人去宝林
禅寺观光游玩。在现场，多名刚刚住进新
家的老人说：“我们听说这个颐养中心是
爱心人士捐建的，虽然大家不知道他姓
甚名谁，但一定要说声谢谢！”

记者了解到，捐资者十分低调，要求

镇政府不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牛塘镇
相关负责人说，捐款人为了匿名，打款时
用的也是别人的账号。据介绍，武进区有
一个接受企业捐助的爱心基金——光彩
基金。企业通过该基金进行捐款，善款可
以在税前列支，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抵
税”。“但这次 3500 万元完全是个人捐

款，这位爱心人士甚至都没有考虑抵税
的需求。”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这位爱
心人士除了这笔捐款外，还经常到慈善
机构做义工。

负责人向记者出示了该爱心人士发
来的信息，称他希望继续低调做善事：

“一丁点的心意与愿望，不足挂齿，这只
是一个起点，我会努力做好自己，谢谢大
家的关心与支持。”“看到这一幅幅照片，
心里暖暖的，更为老人们高兴，有一个新
的家，能为他们的晚年保驾护航。”“做一
点点小事难为情的，我会以此作为起点，
继续前行。”⋯⋯

负责人表示，为用好善款，镇里成立
了专门的团队对整个工程进行管理，从
开工到竣工，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我
们的模式是：个人捐资新建，产权归政府
所有，第三方公司运行管理”。今年 3 月
16 日，牛塘颐养院与无锡净慧养老运行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协议，由第
三方公司运行管理。无锡市净慧养老服
务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专业养老机构，养
老中心的各项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和科
学化，所有护理员100％持证上岗。

该负责人表示，镇里将以金东方颐
养园为引领，牛塘颐养园为支撑，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为辐射点，打造集高端养老、
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文化养老等多种养
老模式为一体的颐养片区。

（小波 翁路英 文/摄）

捐资者：一丁点心意与愿望，不足挂齿

爱心人士匿名捐3500万元建养老院

图为净慧牛塘颐养中心

本报讯 办 卡 容 易 退 卡 难 ，商
家半途关张，卡中余额就此一文不
值⋯⋯一直以来，预付卡类是消费投
诉的重中之重。但今后，消费者的烦
恼将会减少很多。昨天，市消协在调
解了多起预付卡纠纷后，提醒市民，新
实施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已为预付卡消费设置了发卡门槛，建
立“冷静期”、“反悔权”制度等。

近日，严女士在新北区一健身会
所办了一张价值 600 元的游泳卡，随
后发现，该会所内的游泳健身设施还
没有到位，严女士遂要求退卡。商家
同意了，但一直拖着不处理。经过消
协调解，商家退还600元。

同样被预付卡问题困扰着的还有
孙女士。2016 年 6 月，孙女士花 200
元办了一张商场室内乐园的次卡，可
使用 6 次。今年 6 月 16 日，商家突然
电话告知卡已到期。孙女士与商家协
商不成，遂至消协投诉。经调解，商家
同意延长使用期1年。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预付卡
式消费做出了明确的限定：

限定额度，不限期限。自2017年

7月1日起，经营者发行单用途预付卡
（含其他预收款凭证）的，单张记名卡
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
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其中，个体工
商户需要发行单用途预付卡的，单张
限额不得超过 1000 元。预付卡不得
设定有效期。

退卡自由。经营者以发行单用途
预付卡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
费者有权自付款之日起十五日内无理
由要求退款，经营者可以扣除其为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已经产生的合理费
用。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
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未消费的，应
当全额退款并承担预付款的利息；已
经消费的，应当按照原约定的优惠方
案扣除已经消费的金额，予以退款并
承担退款部分的利息。

“关门跑路情形”被定性为欺诈。
经营者停业、歇业或者变更经营场所
的，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已交预付款
的消费者，并按照前款规定承担责
任。经营者未事先通知已交预付款的
消费者并作出妥善安排，不提供或者
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服务又无法联

络的，视为欺诈行为。
提供担保，做有利于消费者的解

释。经营者应当对其发放的单用途预
付卡向消费者提供担保。鼓励经营者
在商业银行开立预付卡资金存管账
户，在经营场所定期公示预付卡资金
总量和使用情况。经营者应当保存合
同及履行的相关资料，方便消费者查
询、复制；相关资料应当至少保存至合
同履行完毕后两年。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
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内
容。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
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消协还提醒广大商家，《消保条
例》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受
到行政处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应当将行政处罚信息记入
经营者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布。经
营者为个体工商户的，行政处罚信息
同时记入个体工商户业主的个人信
用档案。“一处受罚、处处受限”将成
为现实。 （庄奕 肖谐）

预付卡有了“紧箍咒”
“冷静期”退卡更自由

目前，正值暑运高峰，来常州
与家人团聚的“小候鸟”们也陆续
踏上返程旅途。为避免耽误行程，
甚至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常州铁路
警方将历年来“小候鸟”归途中可
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认真梳理，特提
醒以下注意事项：

临行前再检查一下行李。2016
年 1 月 10 日，新的《铁路进站乘车
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公告》开始实
行，除再次明确了禁止携带易燃、易
爆、刀具、剧毒性、腐蚀性、传染性、
危险性物品以及危害列车公共安全
和公共卫生的物品，还限制携带部
分日化用品。特别是针对小朋友要
注意，禁止携带弹弓、玩具（仿真）
枪、摔炮、气球等物品，更不能随身
携带狗、猫等小动物进站，如果家长
对禁止携带的行李物品不清楚，可
致电铁路派出所（0519-85060110）
进一步询问。

购票、进站、乘车等环节，要做
到时时刻刻照顾。一方面，车站人流
量大，小朋友天性爱玩闹，孩童玩闹
过程中易与家长走散，容易给不法
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小朋友
在进站乘车过程中，出于好奇，容易

被安检设备、验票设备、候车室座椅
卡住夹伤，甚至发生滑落铁路轨道
等意外事件。常州北站就曾发生过
儿童脱离父母的监管，独自下车，从
列车和站台间的缝隙掉下的事件，
幸好工作人员发现及时，立即采取
了救援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乘车，坚决不当“低头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手机的功能
越来越全面，“低头族”也越来越多，
不仅家长沉迷于手机游戏，小朋友
也不例外，一旦漏乘车、误乘车，家
长还要带着小孩办理换票、改签业
务，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慎重提醒广大家长不要
让未成年子女单独乘车，以免发生
走失或受侵害的情况。铁路部门规
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单
独购票乘车，部分家长从经济、时间
等方面考虑，独自让子女乘车，存在
较大的安全风险。

铁路警方表示，针对“小候鸟”
集中返程的时间段，他们将在治安
面上安排足够警力，加强广场、候车
室、售票处、站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
巡查，净化治安秩序，确保安全。

童华岗 刘付兵

常州铁路警方发布——

“小候鸟”返程注意事项

本报讯 8月3日晚，经开区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机动中队在发现偷倒建筑垃
圾的车辆后，立即展开围追堵截，截获 6
辆偷倒车。

当晚 8 点，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机动中队的队员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
进行巡查时，突然接到指示：有群众举
报，丁堰街道湾城路东侧拆迁地块有偷
倒建筑垃圾行为。所有队员迅速集合，
赶往事发地堵截偷倒车。

为防止违法车辆从不同出口逃窜，
执法队员驾驶两辆执法车，将两个出口
封堵后，从主入口进入，形成瓮中捉鳖之
势。见无法驾车离开，违法运输、倾倒建
筑垃圾的驾驶员们纷纷锁紧车门，丢下
违法车辆，四散逃离现场，妄图逃脱法律
的惩罚。

经执法队员仔细检查，在该场地内
共查获 6 辆违法、倾倒运输建筑垃圾的
重型自卸货车。在联系交警和公安提供
执法保障后，他们对违法车辆进行了证
据先行登记保存。由于该拆迁地块内道
路泥泞坑洼，通行十分困难，当6辆违法
车辆全部被清障车拖离现场时，已是 4
日凌晨2点多了。

（童华岗 郑安惠 任军）

深夜堵截
偷倒车

本报讯 近日，25 岁的小伙小
锋遭遇了一件烦心事，他委托一名
刚认识的男子帮自己办理网银贷
款，对方谎称小锋的信用额度不够
无法贷款，暗地里却办了贷款并将
贷到的钱转走，据为己有，导致小锋
损失2500元。

7月13日中午11点，小锋通过
微信认识了一名办理网银贷款的男
子，双方约定在一家宾馆见面。对
方是一名看上去 20 岁左右的年轻
人，小锋将身份证和银行卡都给了
该男子，就连银行卡密码也全盘托
出。男子在电脑上操作了 1 小时

后，却称小锋的信用额度不够，无法
贷款，说罢，便将电脑上小锋的资料
删除，随后将身份证、银行卡还给了
小锋。

7 月 26 日，小锋的手机收到短
信，竟然是银行催还款。小锋感觉
事有蹊跷，便联系了那名男子，男子
承 认 自 己 用 了 小 锋 贷 款 下 来 的
2500 元，但现在没钱还。小锋恍然
大悟，明白对方当时帮其贷到了款，
且将钱转走了。7 月 31 日，小锋寻
找男子未果后，打电话报警。

目前，该诈骗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吴同品 丁昌俊）

找人办理网贷
被骗2500元

本报讯 暑假过半，一对父女
因暑假作业起了口角，17 岁的女儿
挨骂后竟报了警。

7 月 31 日，局前街派出所接到
女孩小胡的报警，称爸爸在家中打
她。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小胡
家中，小胡带着哭腔称，爸爸打她。
一旁的胡父向民警解释，白天，他跟
妻子都要上班，只有放暑假的女儿
一人在家，他希望女儿在假期里能
够多看看书，多学习，少玩电脑手

机。可当天，胡先生下班回家后检
查女儿的作业发现，女儿一字未做，
还在玩手机。胡先生气不打一处
来，就骂了她几句。以前，胡先生确
实打过女儿一次，但当天真的没有
动手，只是语气重了点，没想到女儿
竟会报警。

民警对双方劝说后，教育胡父
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教育子女。后经
民警调解，父女俩冰释前嫌。

（吴同品 孙渊）

一份暑假作业
引发父女纠纷

本报讯 捡到他人物品应该及时归
还，或者交给警察。但有人捡了手机不
光不还，在被追查到身份后，不得不归还
手机的当口，还把他人的手机刷了机。

7 月 29 日下午，市民陈女士带着两
个孩子到医院看病。陈女士一手牵着
一个孩子，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手机在
下车时掉了，一直到挂号处才发现。当
她回头寻找时，手机已不见，且多次拨
打都是关机。陈女士向兰陵派出所报
警后，来到医院监控室查看停车场当时
的监控。她发现，自己离开没多久，一
名男子就捡起了地上的手机，上了一辆
黑色的车。

因监控看不到车牌，民警通过交警
部门查到了这辆黑色汽车，并联系到了
该车主。但车主表示，当天不是他本人
开的车，但他答应帮陈女士联系看看。
后来，车主表示手机会寄到派出所，让陈
女士去取，陈女士也表示了感谢。

8 月 1 日，手机确实寄到了派出所，
但民警发现，手机已经被刷了机。陈女
士接到通知来到派出所，拿到手机也十
分无奈，本来她要追回手机是因为里面
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和内容，现在手机回
来了，里面的东西却没了。

（吴同品 白云明）

不慎丢失手机
找回已被刷机

“鹿是群居动物，机警胆小，我也
是花了好几年，才和它们亲近起来
的。”朱建荣轻轻抚摸着梅花鹿，脸上
显现出几分难得的温柔。

“鹿倌”朱建荣已 61 岁。说到梅
花鹿，很多人会觉得神秘，但在溧阳市
上黄镇南部的函山脚下，朱建荣与鹿
相伴 19 年，200 多只美丽的“林间精
灵”，不仅给他带来了财富，也促进了
当地旅游的发展。

一

上周日，记者来到溧阳市上黄镇
夏陵村白云鹿场，走进了朱建荣悉心
为梅花鹿打造的家——“鹿苑”。“鹿
苑”占地 2600 多平方米，内有 8 间鹿
舍，每间约有 20 只鹿，雌雄分开。记
者刚一踏进鹿舍大门，梅花鹿就如惊
弓之鸟般拔腿就跑，躲得远远的，“警
惕”地盯着生人。

“梅花鹿胆很小，耳朵、鼻子很灵，
见到生人会远远跑开。”朱建荣一边给
鹿上草料，一边轻轻抚摸它们，就像多
年好友般亲切。

说起与梅花鹿的缘分，少言寡语
的朱建荣打开了话匣子。1998 年以
前，他在溧阳市上黄镇夏陵村担任农
技员，因工作原因，了解到很多现代农
业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资料
上看到梅花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
强，不易感染疾病，饲养效益高。

“从小就喜欢动物，当时心里就一
动，决定干这个试试。我记得当时溧
阳及周边还没有人养鹿呢。”1998 年
底，42 岁的朱建荣毅然辞职，去东北
考察市场，引进了种鹿。

为养好梅花鹿，他虚心拜师学艺，
将长春鹿场的养殖专家聘来两年。两
年中，朱建荣和专家同出同进，如饥似
渴地学习，基本掌握了养鹿的相关知

识，还种了40亩牧草，准备大干一场。

二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一批刚
断奶的小鹿出现了拉稀的症状，并且
接连不断地死亡。朱建荣急得如同热
锅上的蚂蚁，连夜致电专家，最后，在
专家的指导下给小鹿用了药，情况终

于扭转过来。
此事让他受惊不小。他觉得，虽

然养鹿的知识基本都懂了，但对鹿的
疾病还是不在行。为此，他买来了书、
求教专家、到外地参观，潜心学习鹿的
疾病防治。现在，他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养鹿能手。

梅 花 鹿 全 身 都 是 宝 ，鹿 茸 、鹿
血、鹿胎、鹿肉，具有极高的药用价

值和经济价值。鹿茸目前的价格为
8000 元/千 克 ，鹿 茸 血 的 价 格 为
3000 元/千克，鹿胎 1000 元/个，一
头公鹿一年最多可割鹿茸 4000 克，
朱建荣的白云鹿场效益可观。

三

养鹿带来的另一个商机，则让朱

建荣更加兴奋。
听说函山脚下有一群鹿，很多人慕

名来观赏。朱建荣觉得，打出鹿品牌，发
展旅游业，是一条不错的路子。

于是，他在“鹿苑”建了一幢房子，有
50 多间客房，可同时容纳 100 多名游客
居住。观景、赏鹿、尝“全鹿宴”，每到周
末，这里常常一席难求。游客多了，也带
动了鹿茸、鹿茸酒、鹿血酒等鹿产品的销
售。在女婿的帮助下，朱建荣还开了一
家鹿产品淘宝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有一次，游客无意中嘀咕了一句，鹿是
很漂亮，但不能亲近，有点遗憾。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最近，朱建荣准备人工驯养
梅花鹿，希望它们不再“怕生”，可以陪游客
拍照、玩耍，“留”住客源。同时，他还打算
投资2000万元新建一座3570平方米的客
房，提升住房档次，大力发展农家乐。

打造梅花鹿品牌、带动农家乐发展、
促进鹿产品销售，朱建荣说，这是鹿场今
后的发展方向，“三者相辅相成，预计今
年的效益能突破200万元。”

芮伟芬 吴叶飞 史茵杰 文/摄

“鹿倌”和他的200只梅花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