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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法治副校长、为学生授课 850
多场，在“新希望”社会实践基地挽救
130 余名失足青少年⋯⋯这是天宁区人
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科长吴敏
这些年来的足迹。48 岁的她用心倾听、
用爱相助，让广大青少年知法、守法、用
法，使辖区未成年人犯罪数逐年降低，失
足青少年重新犯罪率归“0”。

近日，吴敏被省关工委、省司法厅授
予“全省关工委百佳法治报告团成员和
法治副校长”荣誉称号。

9年讲课850多场次

2009年，吴敏担任天宁区关工委法
治报告团成员和市第二十四中学法治副
校长，她带领团队通过“惩防一体”帮教
举措，创建120余个“检职共建”“检校共
建”“检社共建”平台，在同济中学、郑陆
实验学校、兰陵小学等18所中小学校建
立和完善了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体
系，9年讲课多达850多场次。

吴敏及其团队编印了《防欺凌防暴
力法律指南》读本 1.2 万册，发放到天宁
区各中小学，关注校园欺凌现象。如果
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期介入、及
时化解，避免小毛病变成大错误，甚至走
向犯罪深渊。

吴敏还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
有关单位对学校和学校周边危害学生身
心健康的场所及非法出版物进行专项整
治。9 年来先后开展了 20 多次整治行

动，净化了校园及周边环境。

不是孤儿的“孤儿”

天宁区检察院通过建立服刑在教人
员子女台账、联动帮教、定向结对和社会
协作机制，动员村委、社区、企业爱心人
士 120 余名，加强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
年子女抚养、监护、教育、管理等救助，避
免产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陈佳（化名）是个可怜的孩子，3 岁
时，其父母离婚，爸爸多次因犯罪入狱，
至今仍在监狱服刑。小学时，妈妈又因
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陈佳成了不
是孤儿的“孤儿”，还因此患上抑郁症，手
腕上留下了不少自残的疤痕，让同样身
为人母的吴敏看得无比心疼。吴敏四处
奔走，联系学校、居委会、民政局等，为陈
佳安排临时监护人，帮她解决了复学、孤
儿经费、低保生活等问题。

工作之余，吴敏通过自学考取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利用自己所学，对
陈佳展开心理疏导与矫治，带着她参加
了 50 余次心理疏导帮教活动，让这个

“不开心”的小女孩学会了一个个让自己
开心的秘诀。陈佳与吴敏也走得越来越
近，亲切地称吴敏为“检察官妈妈”。

亲兄弟放学后去抢劫

在吴敏的建议下，天宁区人民检察
院联合多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帮教基地

等保护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取保候审权利
的工作意见》，成立了天宁区“新希望”社
会实践基地，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常态化
帮教载体。迄今已发展了黑牡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等10余家热心企业参与这一工作。

2013年，某中学一对亲生兄弟携带
刀具，在放学后共同抢劫低年级学生。
吴敏第一时间参与该案的审查和起诉工
作，弟弟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哥哥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没

多久，哥哥就来到黑牡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新希望”社会实践基地，弟弟出
狱后也来到这里，都由吴敏和法治辅导
员共同帮助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感
化，两人已经重回社会。

目前，“新希望”社会实践基地已接
受 200 余名失足青少年改造教育，其中
吴 敏 结 对 帮 教 的 130 余 名 转 化 率
100%。

本报记者 童华岗 通讯员 王阮清
实习生 李垚 图文报道

女检察官挽救130余名失足青少年

昨天，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走进港口、码头，向码头务工人员宣传“110”报警求助常识和防抢、防盗、防诈骗
等安全防范知识。 王旭东 庄奕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因为150万元投资款打
了水漂，26 岁的女子小妍竟谎称投资
款是借款，伪造借条后向法院提起了
虚假诉讼，最终被办案法官识破。小
妍等 4 人因涉嫌虚假诉讼罪，现已被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是钟楼法院移
送的首起虚假诉讼案。

去年 7 月 2 日，小妍拿着借条到
钟楼法院起诉，要求男子邱某归还借
款及利息，女子阿婧对该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小妍起诉称，邱某于去
年 3 月 27 日向她借款 150 万元，约定
两个月归还，利息按月息 2%计算，阿
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次日，
她就向邱某公司汇款 150 万元，但邱
某至今未按约还款。

法院审查发现，小妍确实在去年
3 月 28 日分两笔向邱某经营的浙江
信众公司汇款150万元。但在案件审
理中，有案外人反映，案涉借条实际上

是小妍和阿婧串通伪造的，两人实际
上是闺蜜。据案外人称，小妍所汇款
项是向浙江信众公司投资的理财产
品，因到期无法兑付，小妍和闺蜜阿婧
找到他人策划，以伪造的借条起诉，目
的是拍卖房产。

接到举报后，法院通过钟楼区检
察院民行科联系浙江检方及警方，在
杭州提审了邱某。邱某称，他从未出
具过案涉借条，该借条系他人伪造，
并提供了借条载明日期当日出差的
证据。

因涉嫌虚假诉讼，钟楼法院将
此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经查，邱某
因涉嫌诈骗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
浙江信众公司的理财产品停止兑付
后，小妍与阿婧商量如何处置相关
款项，阿婧找到某公司法务王某，王
某提议伪造借条起诉，并携带伪造
的借条到阿婧家中。经三人商量，

由朱某伪造邱某的签名，形成起诉
的案涉借条。目前，这 4 人均已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承办法官介绍，虚假诉讼是指以
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
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该
案正是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案，当事
人不仅持伪造的证据起诉，背后还有
法律界从业人士出主意”。

虚假诉讼多发于民间借贷纠纷。
自去年 10 月 1 日起，两高发布的《关
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解释》明
确，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或者开庭审
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作出裁判
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立案执行仲
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以虚
假诉讼罪定罪处罚。

（吴同品 陈德严）

涉案4人均被刑事拘留

投资款打了水漂 竟提起虚假诉讼

本报讯 因为打饭时的一点小口角，
当事双方争狠，拉来一帮人持械打群架，
导致6人倒地受伤。1月8日，得知自己要
被追究刑事责任，申某等14人悔不当初。

1 月 3 日晚 8 点，溧阳城南派出所接
到报警，称辖区某工地宿舍区有人持械
斗殴。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有6人受伤
倒地，浑身是血，地面上散落着钢管、菜
刀以及破碎的酒瓶。民警立即呼叫 120，
将6人送往医院救治。

警方判断这是一起聚众斗殴案。经
连续 4 天的侦查和走访调查，涉嫌聚众
斗殴的14人被全部抓获归案。事情的来
龙去脉浮出水面，起因竟是为了一碗米
饭。涉嫌斗殴的全是该工地务工人员，案
发当天傍晚，申某和吴某等人到工地食
堂吃饭，打饭时发生口角，双方互不相
让，矛盾升级。当晚 7 时许，双方临时聚
集同乡，持钢管、酒瓶、菜刀等互殴，致使
袁某等6人受伤。

目前，申某等14人均因涉嫌聚众斗
殴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芮伟芬 张亮）

为了一碗米饭
14人聚众斗殴

“感谢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帮
我修好了房子，终于可以安心过年
了。”73 岁的钦叙兴是常州经开区
横林镇庆丰村委村民，一直未婚，独
自一人居住。年轻时老人吃苦能
干，生计不愁，年纪大了，只能靠低
保生活。虽然温饱问题解决了，但
老人的祖宅却破漏不堪，屋顶甚至
出现了2个大洞，却一直无力修缮。

经开区开展“阳光扶贫”工作
以来，该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横林
中队的俞哲栋副队长作为帮扶责
任人，与钦叙兴结对后，多次上门
慰问，渐渐了解到老人的境遇，得
知老人当下急需解决的是老屋的
修缮问题。

其实，对于老人的居住环境，
俞哲栋每次走访都看在眼里。这
是一间破旧的平房，屋顶是草帘上
盖的瓦片，已经有两处大洞，老人
用塑料布勉强遮挡了一下。一到
雨雪天，雨水和冷风就会呼呼地灌
进来。房子的四壁墙体已有一半
的石灰脱落，裸露出青砖，家里除
了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台电视
机，再没有像样的家具，两扇窗户
一刮风就吱吱响。在了解相关扶

贫政策后，俞哲栋决定个人出资帮
助钦叙兴修缮房屋。

说干就干。俞哲栋在联系建筑
工人和建筑材料时，热心的当地建筑
老板谢志峰表示，本次修缮工程的人
工费用全免，就当他做好事出份力；
建筑材料供应商刘国安知道老人情
况后，也表示修缮所需的水泥、黄沙、
石粉均不收取一分钱；企业家陆志
雄、庆丰村委苏耀松书记等人，也慷
慨解囊为钦叙兴重新翻建了屋顶，全
部铺上琉璃瓦，粉刷了墙壁，修整了
灶台，更换了门窗，还为他添置了过
冬的棉被等生活用品。危房修缮面
积达 100 多平方米，花费近 2 万元，
老人看到这么多好心人帮助他，激动
得特意请人写了感谢信贴在家门口，
以表感谢之情。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生活存
在诸多不便，为了保障老人的基本
生活，俞哲栋积极与村委、镇民政
科对接协调，为老人申办了五保
户，通过政府兜底保障，享受特困
户集中供养政策，彻底解决其生活
上的后顾之忧，为老人安度幸福晚
年提供了保障。

钱文红 任宇萍 任军 童华岗

73岁的“五保户”
住进“新房”

本 报 讯 近 日 ，一 名 旅 客 在
K1506 次列车上上厕所时，手机不
慎掉落蹲厕内，并顺着厕所排污管
一路滑落到车外⋯⋯

1月8日凌晨，常州火车站派出
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当天凌晨，
他从昆山乘坐 K1506 次列车出差，
凌晨2点左右，列车从常州站开出5
分钟，他起夜上厕所时，不慎将手机
掉落至蹲坑下水道。男子称他是一
名商人，手机内存有大量账单和客
户信息，非常重要且没有备份。万
般无奈，只得向常州火车站派出所
求助。

接警后，该所值班民警立即前
往线路，根据男子口述的信息，对运
行里程进行估算后再寻找。民警们
分头行动，反复在这几公里间徒步
寻找，终于在K1286+900上行段找
到了这部手机。民警检查手机后发
现，除了屏幕有点损伤，其他功能一
切正常。

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专程返
回常州的旅客激动不已，他对常州
铁路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大加
赞赏，并表示以后一定会将贵重财
物妥善保管。

（童华岗 王英杰 徐蕴涵）

手机掉落列车厕所
铁警凌晨巡线找回

本报讯 撞人后，眼见伤者伤
势严重，担心自己赔不起，李某趁乱
逃走，一边跑还一边扔了雨衣、手
机，试图让警察找不到自己。但在
溧阳警方的强力侦查下，自知逃不
过的李某最终投案自首。虽然李某
撞人后将伤者送到了医院，但由于
其并未留下信息且潜逃、藏匿自己
的行踪，仍有逃避责任的故意，因此
仍被认定涉嫌肇事逃逸。

去年 12 月 30 日清晨 6 点 49
分，溧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报
警，称古渎中心路三叶化工处有摩
托车与电瓶车相撞，有人受伤，已送
医院。辖区交警中队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只见一辆无牌摩托车和一辆
电瓶车停在路边，地面有血迹，散落
着许多碎片，电瓶车前部损毁严重，
事故双方均不在现场。

经查，电瓶车骑行者为周某，泗
洪人，事发后被家人及摩托车驾驶
员送往了市人民医院，不幸因抢救
无效，当天上午死亡。得知肇事者

在医院，警方打算向他了解情况，却
发现其竟趁周某家人不注意，未留
下任何身份信息就偷偷溜了，涉嫌
逃逸。

警方立即展开侦查。因嫌疑
人身份不明，且驾驶的摩托车无
牌，侦破工作一时受困。为此，办
案民警大量走访群众，寻找目击证
人，同时到医院调取视频。经努
力，最终确定了嫌疑人为 41 岁的
安徽人李某。

迫于强大的侦查攻势，案发第
二天下午 3 点，李某到溧阳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自首。他交代，撞人
后，他也想救人的，但见对方伤得
很重，而自己经济条件不好，害怕
赔钱，便趁受害者家人忙乱之际，
偷偷离开医院逃回了安徽老家。
为了彻底隐藏自己的踪迹，他一边
逃跑，一边将所穿的雨衣、牛仔裤
及手机丢掉。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
中。 （芮伟芬 张亮）

撞人后担心赔钱
把伤者送到医院就开溜

1月6日下午1点多，溧阳路政执法人员巡逻至1号旅游公路水西线时，发
现路边的绿化坡地内有人在放牧，10多只羊正在吃草。执法人员当即责令放
牧人将羊群赶出，告知绿化带不是放牧场，下次若再被发现，将严肃处理。

张国芳 芮伟芬 图文报道

1号公路绿地成“牧场”

本报讯 因为手头紧，就下载了一
个网络贷款软件，没想到掉入了骗子挖
好的坑。近日，市民孙先生因此损失1万
余元。钟楼警方接到报案后，赶赴海南将
这一诈骗团伙捣毁，受害者近 10 人。近
日，涉嫌诈骗的林某被钟楼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捕。

去年 10 月，孙先生因资金周转困
难，急需办理一笔贷款。考虑到银行办理
贷款审查比较严格，程序复杂，他怕耽误
时间，遂想到了简便快捷的网络贷款。在
手机软件商店，网贷软件五花八门，孙先
生选了一款下载。一番操作后，发现审核
还是比较麻烦，他就删掉了这款软件。没
想到，不久就收到一条香港发来的短信，
称贷款正在审核中，并提供了一个客服
QQ 号。孙先生与客服沟通后，被告知可
以在该公司申请办理快速贷款，但需要
先支付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因急需用钱，
孙先生便按照对方指示通过微信转账手
续费、保证金等 1 万余元。但之后，客服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孙先生意识到自己
上当，当即报警求助。

民警通过查询被害人微信支付资金
的去向，发现资金被转账至一个远在海
南三亚的微信号上。在当地警方配合下，
民警在三亚一居民小区抓获林某等3名
犯罪嫌疑人。

林某供述，他们通过购买注册过网
贷软件网友的个人信息，再用香港 SIM
卡发短信给这些人，联系上后以收取手
续费、保证金、做流水的方式，要求被害
人以扫码付款的方式打款行骗。

（童华岗 王成 黄敏）

网贷软件泄密
被骗1万余元

本报讯 进入数九寒冬，热水袋
成为不少市民的取暖良品。近日，市
民李女士向金坛区市场监管局西城分
局投诉，称热水袋破裂致其妹妹被烫
伤。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补偿消费
者2000元。

天气渐冷，李女士的妹妹小李买了
一个橡胶热水袋来取暖。去年12月底
的一天晚上，热水袋突然破裂，小李的
大腿等多处被严重烫伤，为此花去医药

费上千元，直到现在，行动仍不甚方
便。思前想后，小李觉得热水袋质量有
问题，遂委托姐姐到市监部门投诉。

受理投诉后，工作人员向当事双
方详细了解情况。商家表示，热水袋
质量是合格的，并提供了出厂时的质
量检测报告。至于热水袋为何会突然
破裂，商家称可能是消费者使用不当
导致。考虑到小李确实烫伤严重，经
调解，商家同意补偿其2000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使用橡胶热水袋时，要认真阅读使
用说明，注意充水不能充得太满，勿
超过额定容量的 2/3，充水后要排出
袋内的空气，并检查塞子的密封性；
充热水袋的水温不宜太高，一般在
80～90℃左右为宜；使用时最好在
热水袋袋身套上布套，能起到一定的
防护作用；到正规场所购买，保留消费
凭证。 （吴同品 郭磊）

热水袋破裂 烫伤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