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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四周万籁俱寂。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家躺在床上，精神却
异常兴奋，难以入眠。“过程虽然曲
折，但这个虚假诉讼案件终于查清
了！”案件办理以来的一幕幕犹如电
影似地在眼前浮现。

第一幕：山重水复疑
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一次接触唐斌的案件是在两
年前。法院在执行中发现唐斌与刘邵
华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嫌虚假诉
讼，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我们在阅
卷中，发现唐斌提供给法院的借款依
据是承兑汇票。“通过汇票背书，首先
查明款项流向。”顺着这一思路，我们
很快发现了破绽：在所谓的借款时间
内，承兑汇票由某公司持有，从未流
转到唐斌手中。换言之，唐斌提供给
法院的承兑汇票是假的。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在我们千
方百计想找到刘邵华核实时，刘邵
华却人间蒸发了。因无法向当事人
核实情况，案件只能中止调查。

时光飞逝，一晃就是两年。一
天，我们接到本院控申部门的电话，
说有人举报虚假诉讼。唐斌的名字
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次被举
报的是他和王美珍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决定受
理此案。

第二幕：欲渡黄河冰
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唐斌从事资金生意，名下有多
张银行卡。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调
阅了唐斌的银行流水，发现每张银
行卡都有上千条银行流水明细，且
往来对象众多，款项交错复杂，光从
银行打印出来的对账单就有厚厚几
沓。通过逐一比对，我们发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在唐斌向对方汇款后，
对方很快会将一部分钱汇入一个第
三方账户，再打回唐斌的账户里。唐
斌是否在放高利贷？可否以此作为

虚假诉讼的突破口？带着兴奋，我们迅
速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刑
事传唤，但审讯并不顺利。唐斌有犯
罪前科，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始终

“严防死守”。而在手证据只能证明唐
斌存在虚假诉讼嫌疑，却不足以还原
案件事实，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此时，
公安机关刑事传唤 24 小时的时限即
将届满，再找不到关键证据就只能放
人。怎么办？

第三幕：千淘万漉虽辛
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既然撞到了南墙，就用力把它撞
倒！正在侦查工作一筹莫展之际，我们
注意到，两年前的案件在庭审中，出现
过一个叫刘洋的证人，他会不会知道什
么？我们建议公安机关找到刘洋进行调
查。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是
这个证人的出现，让真相浮出了水面。

原来，两年前的庭审中，唐斌为了
赢得诉讼，教唆刘洋为其出庭作伪证。
刘洋心知伪造证据必然触犯法律，害
怕将来事发后自己脱不了干系，遂在
唐斌教唆其伪造证据时，对整个过程
进行了录音。案件查到这儿，所有办案
人员都长吁了一口气，这可是一份铁
证！也正是这份铁证，突破了唐斌的心
理防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一己
私利而罔顾法律尊严，最终，唐斌因妨
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
席。”法庭是伸张正义的地方，而非犯
罪分子的谋利工具。虚假诉讼藐视司
法秩序、损害法律公信力，必将受到严
惩。在此也提醒心存侥幸者，切莫为一
时利益触犯法网，亲手埋下的引信终
将被点燃。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讲述人：史可 整理：童华岗 王舒

一起虚假诉讼案的“三幕剧”

本报讯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不少村
民拆掉旧房建新房，甚至纷纷建起了三层
小楼。但在农村建房的过程中，由于缺乏
专业的建房施工队，从事建筑活动的大部
分都是无证照、无设备、无技术、无安全防
范措施的农民建筑队，甚至施工前也未经
规划审批，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各方互
相推诿，纠纷也就随之产生。

我市七旬老者林老汉，在为他人翻
修屋顶时，不慎从天沟上摔落，导致腿部
骨折。近日，为林老汉争取到近 11 万元
的赔偿后，溧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提醒市
民：农村翻建房屋，最好还是找有资质的
建设单位，并要签订书面合同，约定相关
权利义务。

家住溧阳竹箦的张某想要翻修家中
二层半高房屋的屋顶。为省事，他找了没
有建筑资质的王某承揽工程，由王某包
工包料，张某一次性支付维修费 8200

元。揽了活后，王某找来老搭档周某负责
送瓦等事宜，同时找了包括林老汉在内
的几个小工，约定报酬为每天150元。

2017 年 10 月 7 日上午 8 点多，林老
汉未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蹲在屋顶的
天沟上钉木条时，不慎从屋顶摔下，被送
往医院治疗。2018 年 7 月，经相关机构
鉴定：林老汉 6 根肋骨骨折，构成 10 级
伤残；右肩关节丧失功能 25%以上，构
成 10 级伤残；骨盆粉碎性骨折，遗留畸
形愈合，构成 10 级伤残。误工期 180 天，
营养期90天，护理期90天。

林老汉前后住院69天，花去医药费
8 万多元，但雇主和房主相互推诿，都不
肯赔偿。去年 8 月，林老汉百般无奈，来
到溧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在审查相
关材料后，溧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
派了郑律师提供帮助。做好证据搜集后，
郑律师随即向溧阳法院递交诉状。

案件审理中，王某和周某互相推卸
责任。王某说，他与周某是合伙关系，因
为他承包的项目基本都是郑某介绍来
的，他只负责施工，主要都是周某说了
算。但周某称，他和王某只是买卖合同关
系和居间合同关系，他平时给王某负责
施工的项目提供瓦片，只收取瓦片的费
用，或者介绍施工项目，收取居间合同的
中介费用，并不参与分配工程的利润。现
场的其他工友们却称，他们的老板有两
个，即王某和周某，虽然平时是王某发工
资，但很多时候，修房子的主家会把工程
款结算给周某。据此，法院综合认定，王
某和周某是合伙关系，都是案涉工程的
施工方。

那么，王某、周某、张某是否应当对
林老汉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呢？溧阳法
院审理认为，王某、周某作为案涉工程的
施工方，对施工作业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但其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应对损害
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林老汉作为成
年人，一直从事屋顶作业，应对高处作
业存在的风险有明确认识，应采取自
我保护措施。但林老汉在施工时未佩
戴安全帽，未系扣安全绳，未尽注意义
务，应自行承担次要责任。张某作为承
揽关系的定做方，应对承揽方的资质
及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亦应对施
工过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负
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张某亦具有
一定过错。法院据此依法酌定王某和
周某共同承担 60%的赔偿，张某承担
10%的赔偿责任，林老汉自行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近日，溧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
某和周某赔偿林老汉 94999.82 元，房
主张某赔偿15833.3元。

（赵海琳 庄奕）

法援相助，获赔11万元

七旬无资质“土师傅”，一跤摔出3个10级伤残

本报讯 1 月 11 日，天宁区郑
陆镇敬老院内笑声一片，51 位孤寡
五保老人，每人都穿上了大红色的
中式棉袄，你瞅瞅我、我看看你，笑
得合不拢嘴。这51件新棉袄，是当
地一位特色食品商在去年重阳节敬
老时许下的承诺。

高文元是焦溪苏糯团子店负
责人，去年重阳节，他给敬老院的

老人们送重阳糕时，看到老人们穿
上新衣服后，个个像孩子般喜笑颜
开。于是，活动结束后，他向敬老院
负责人承诺，天冷时，他会给每位老
人送一件棉衣。对于这句话，敬老
院工作人员当时并未往心里去。没
想到，去年 11 月的一天，高文元让
工 作 人 员 与 焦 溪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联
系，确定敬老院的人数和尺码。等

服装全部采购到位，就出现了本文
开头那暖心的一幕。

“前几年，我父母在世时，我帮
他们也买了同样款式的棉衣，每年
过年的时候，他俩都会穿上，爸妈非
常喜欢这种中式风格的衣服，我想，
敬老院的老人们肯定也会喜欢。”高
文元说。
（童华岗 袁文新 郭金龙 图文报道）

一份暖心的承诺

手背上的伤口，是抓捕车内毒
贩被车窗玻璃划的；右臂上的伤痕，
是抓捕患艾滋病的吸毒人员被抓
的；双腿上长长的数道已结疤的口
子，是抓捕毒贩翻墙跳下时被毒贩
设置的陷阱所伤⋯⋯

“每一次都是以命相搏。”他说，
自己面对的是一群群亡命之徒，枪
战随时可能发生，一次小小的失误
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自2005年
入警以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二大
队副大队长毛长青一直战斗在缉毒
一线，13年未曾离开。

果敢英勇，破获我市
首起跨国贩毒案

2009年12月5日，我市警方破
获袁某贩毒案，当场缴获海洛因
1400 余克。审查得知，袁某的上线
苏某活动在缅甸境内。毛长青奉命
带领抓捕小组前去抓捕。

经侦查，苏某活动于缅甸果敢
地区老街一带。但当时边境地区局
势动荡，境外抓捕危险重重。毛长青
没有退缩，率队赶到中缅边境的云
南省临沧市南伞镇，与缅甸军方沟
通，希望入境实施抓捕。缅甸方面以
局势不稳予以拒绝，但提出，如能提
供苏某的落脚点，他们可代为抓捕。

苏某在境外，如何找寻他的落脚
点？毛长青茶饭不思，望着近在咫尺的
果敢老街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计，两
天后就查明了苏某的住处。可此时，常
州传来消息：苏某近日可能入境来常
催要毒资。

是在境外抓还是境内抓？境外抓
捕可以马上实施，但存在大量不确定
因素；境内抓捕虽然安全，但跟踪路
途远、跨度大、时间长，容易节外生
枝。毛长青分析确定，苏某并不知晓
袁某已落网，只要跟踪到位，境内抓
捕更加妥当。

当年 12 月 17 日，苏某果然入境。
长途客车、飞机，连番奔波、忍饥挨饿，
毛长青和战友们严密监视着苏某的一
举一动。18 日，苏某在南京禄口机场
一落地，就被毛长青一举拿下，一条从
缅甸伸入常州的毒藤被彻底斩断。

心细如发，火眼金睛识
毒贩

在普通人群中迅速识别吸贩毒人
员，是毛长青的绝活。

2016 年 7 月 9 日，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得到线索，当天，广东有毒贩安排
一名“骡子”背货到常州，与嫌疑人徐
某交易，地点在新北区万达广场。“骡
子”的身份、行踪不明，交易方式和具

体地点不确定，现场人流密集，紧盯徐
某随时可能暴露。毛长青主动请缨，到
万达广场伏击。

他沉下心来，走到了他认为“骡子”
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盯紧过往人流。
突然，他看到人群中有个年轻男子，面
色憔悴，步伐略显踌躇，一只手紧紧攥
住一只旅行包，手指死死扣住提手，显
得十分小心。他紧盯男子，同时在人群
中搜寻徐某。终于，他看到徐某在广场
另一头出现，不停接打手机，可疑男子
也在不停接打手机并四处张望。

两人很快接上了头，男子从包里
取出一只塑料袋，交到徐某手中后迅
速离开。从碰头到交易，短短的一两
秒，只有毛长青一人看到了这转瞬即
逝的交易，他没有迟疑，飞身扑倒徐某
后，转身狂奔，追上了欲逃离的男子，
现场起获冰毒2000余克。

13 年来，毛长青受伤无数，荣立
三等功 4 次、嘉奖 7 次。在 2014 年至
2015 年公安部开展的“禁毒百城会
战”期间，参与破获 29 起部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其所在的大队因“禁毒
百城会战”成绩突出，被国家禁毒委
授 予“ 全 国 禁 毒 工 作 先 进 集 体 ”称
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的接见。

芮伟芬 常宫轩

毛长青：龙城缉毒先锋

本报讯 1 月 16 日上午，溧阳
熊猫针织内衣厂将 1200 套儿童内
衣送到溧城镇心愿树爱心工作站，
捐献给当地的贫困儿童。据了解，这
是熊猫针织内衣厂与爱心工作站的
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企业捐赠了
1000套儿童内衣。企业老板宋亚红
说：“只要企业一天在生产，捐献就

不会停止。”
当天上午，溧城镇28个社区和21

个村工作人员来到心愿树爱心工作站，
领取了1200套儿童内衣，再由工作人
员发放到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手中。据了
解，溧城镇心愿树爱心工作站的陈萍是
溧阳市人大代表，也是溧城镇人大主席
团成员，溧阳熊猫针织内衣厂老板宋亚

红也在主席团。去年，两人在工作中结
识，听说了陈萍的爱心工作站后，宋亚
红当即决定要捐献儿童内衣，并表示要
把爱心捐献一直持续下去。

另据了解，1月26日，溧城镇心愿
树爱心工作站还将邀请当地86户贫困
家庭、15名贫困儿童和10名党员代表
一起吃“团圆年夜饭”。 （小波 张旭）

1200套内衣捐给贫困儿童

本报讯 美食节以节庆的形
式，汇聚五湖四海之美味进行展销，
是很多地方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近日，“嘉泽庙会美食节”因手续
不全、存在安全隐患而被紧急叫停。

最近几天，一篇《2019嘉泽庙会
美食节》的微信出现在很多市民的朋
友圈，推出的“转发三天还送门票”等
醒目广告，更是让不少消费者充满期
待。1月7日，武进区市场监管局嘉泽
分局接到嘉泽镇食安办通知，称有消
息说嘉泽镇街区将在武进嘉泽合欢
路举办“2019 嘉泽庙会美食节”，但
镇政府事先并不知晓。对此，嘉泽镇
政府高度重视，由嘉泽分局与镇食安
办、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
检查组开展现场检查。

认真检查和仔细调查后，检查
组发现，“庙会美食节”其实是10余
家经营烧烤、小吃等食品的流动食
品摊贩，打着“美食节”的幌子吸引
群众眼球、招揽生意的举措。这些流
动食品摊贩没有办理食品摊贩备
案，各摊贩经营者也无法提供健康
证明，且食品原料进货没有进货查
验，食品制作设备简单，加工过程难

以控制。经认定，这批“运动式”流动摊
贩不仅有虚假宣传的嫌疑，还存在很
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联合检查组立即对活动经营者
进行处理，对假美食节活动进行取
缔。活动组织者也感到心虚，迅速撤
离了现场。

美食节作为一个集中消费的场
所，紧紧抓住人们“来都来了，不买就
亏了”的心态刺激消费。因此，成功举
办的美食节，对活跃地方经济、提升城
市形象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近年
来，一些非正式、临时性的“美食节”其
实质就是运动式的流动摊贩，食品来
源庞杂，现场卫生脏乱，一旦发生消费
纠纷或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市民，要
认真查看这些美食展销活动是否向相
关部门进行备案，是否具备举办展销
活动的资质。对于违法违规的美食展
销活动，请勿入场消费。不要贪图口舌
之快而损害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希
望市民发现这类存在隐患较多、资质
不全的活动后，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孙琳娜 庄奕）

充斥流动摊贩 美食节被取缔

本报讯 15 日上午 9 点 45 分
左右，一名女子携带一桶汽油欲乘
B1，好在站服员茅小燕及时发现并
予以阻止，女子情急之下将油桶放
在站务室就走了。茅小燕及时报警，
翠竹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将油桶
拎走。目前，此事还在调查中。

事情发生在通江路飞龙路B1站
台。当时，进出站人员络绎不绝，茅小
燕仔细地观察着来往群众，突然发现
一个女士拎着一只桶，好像很沉，外
面用塑料袋包着。茅小燕立即将其拦
下，让她打开包装，发现是一只10升
的汽油桶，装满了油。茅小燕告知汽

油不允许带上公交车，女子不肯，说不
带上车的话怎么办？其他乘客和站服员
见状，纷纷过来劝说，女子终于同意不
带，但提出要将油桶放在站台上。

站台上人来人往，属于公共场所，万
一遇到明火或烟头，也很危险。茅小燕解
释说这样不行，劝她将油桶送到安全地
带。女子不乐意，径自将油桶放进了站务
室，说赶着去上班，上了车就走了。

茅小燕没办法，立即将油桶放到
安全的角落，守着它并通知车队报
警。翠竹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将油
桶带走。记者联系警方得知，此事还
在调查中。 （芮伟芬 张强）

携带汽油乘车 站务发现拦下

本报讯 置办年货却不肯花钱，多
次潜入超市行窃。1 月 12 日，3 名男子
在山姆超市偷完东西正准备上车时，被
伏击的民警逮了个正着。目前，涉案 3
人已被刑事拘留。

经查，嫌疑人汤某、杨某、王某在一
个微信群中认识，相见恨晚，经常约着
聊天逛街。起初，3 人逛超市时，只是
尝尝超市的免费试吃食品，偶尔趁员工
不注意，拆个货架上的食品袋，发现没
人管后，胆子便越发大了起来。眼看要
过年了，得买件新衣服，家里还得置办
年货，于是，3 人多次相约到山姆超市，
用夹带等方式窃得羽绒服、冲锋衣、开
心果等物品。

此外，3 人还去过我市多家大型超
市，偷了海鲜、牛羊肉、机油、灯泡、内
裤等等。目前，该团伙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

（童华岗 尤巧珍 袁梦来）

没钱买年货
组团偷超市

本报讯 为饱口腹之欲，溧阳 5 名
男子深夜开车至金坛薛埠一鱼塘，偷
走上百斤鱼。各家吃不完的鱼，甚至
还被腌制成了“年货”。因案值够不
上刑事标准，5 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 10 天。

张 先 生 是 金 坛 薛 埠 一 鱼 塘 的 老
板。去年 12 月的一天早晨，他到自家
鱼塘转悠时，发现鱼塘周围的地上有
许多拖拽痕迹，留有大量的鱼鳞、鱼
血。他估计鱼塘遭了贼，赶紧向薛埠
派出所报了案。

民警现场勘察发现，鱼塘周围的一
条水泥路上有明显的拖车拖行的痕迹，
显然偷走的鱼数量不少。由于鱼塘没有
安装监控，民警通过附近公路上的监控，
发现前一天夜里，有 3 辆嫌疑车曾出现
在事发地点。民警据此很快找到了偷鱼
的5名溧阳男子。他们中有人经常到金
坛贩卖猪肉，无意间发现了这处鱼塘没
人看守，便起了歪心思。

据 5 人交代，偷来的鱼被他们平分，
每人大约分到 20 多斤。等民警找到他
们时，大部分鱼都已被吃掉，仅剩下小部
分鱼正在腌制。 （吴同品 黄政）

深夜偷鱼
拘留10天

本报讯 随着抖音等短视频 APP
的火爆，有些人为了增加阅读量和点击
量，会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行为来。
不过，这些行为可能是违法的。

近日，新北区薛家派出所接到报案，
小偷翻窗进屋，被发现后逃走。接到报
案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查看监控后
发现，一名十三四岁的男孩小古有重大
作案嫌疑。就在这时，小古主动到事主
家中，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当天，小古去事主家的文具店
买笔，买完后无聊刷抖音，刚好看到一个
翻窗偷东西的恶搞视频，觉得好玩，便

“如法炮制”翻窗进入买笔的小店，随手
拿了地上一个类似于衣服的东西就跑
了。事后冷静下来，小古觉得自己不该
这么做，便又把东西扔回了事主家中，并
主动找到事主承认了错误。

面对民警，小古说很后悔自己一时
贪玩的行为。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及法制宣传，希望其可以增强明辨是非
的能力。

（童华岗 莫永平 袁梦来）

男孩学抖音
翻窗偷东西

本报讯 女大学生小陈上车后
一路玩手机，下车时还玩，浑然不知
装有重要资料的电脑包丢在了车
上，好在好心人发现后及时交给了
公交司机。

1月11日下午3点20分，302车
队21路驾驶员高亚军驾驶公交车从
火车站开往薛家公交中心站，途经工
贸学校站台时，一名乘客将一只手提
包送到他手上，说是别人遗落在座位
上的。到达薛家站后，高亚军立即将
包交到车队办公室，发现里面有一台

笔记本电脑。车队立即寻找失主，无奈
因缺少信息而无果。

1 月 12 日下午，有人打电话给
96196 寻找电脑。得知电脑在薛家
302 车队，失主小陈和父母立即赶到
车队，确认电脑正是自己的。小陈不
好意思地说，11 日下午，她从火车站
上车，一直在玩手机，到新昌路新庆路
下车时，玩得忘了拿放在座位上的电
脑包。到家后发现电脑丢了，急得要
命，因为电脑里有几天后要考试的复
习题。 （芮伟芬 张强）

玩手机太嗨 掉了笔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