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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春色暖先开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明媚谁人不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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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赏花、夏摘果、
秋品鲜、冬滑雪。”到雪
堰看桃花，已成很多市
民的春游必备项目。今
年的雪堰桃花节将于 3
月 30 日开幕，雪堰镇精
心策划了8项精彩活动，
为游客献上春日盛宴。

活动一 欢乐国旗跑

时间：3月30日上午
地点：太湖湾广场
在和煦春风、湖光山色中，从太湖湾广场出发至

露营谷，弘扬爱国情怀，传递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
活动开始前，现场有彩绘以及卡通互动；中转站

提供矿泉水等补给；选手到达终点，在活动标签上盖
章后，当日可进入露营谷游玩（开园时间为 9：00-
16：30）。

活动二 包装新概念

时间：2月25日-3月30日
地点：雪堰镇政府
雪堰镇农产品众多，果甜茶香，湖鲜诱人。此次

桃花节将举办农特产品包装创意比赛，邀请专家评
审，让更多产品增添文化元素和地域特色，助推乡村
产业发展。

活动三 亲子嘉年华

时间：3月31日
地点：镇域乡村旅游点
赏桃花，看春景，怎能少了家

人？今年的亲子嘉年华活动，将于
3 月 31 日在雪堰龙凤谷举行。活
动教官将对报名的家庭分组，设计
好玩的团队合作项目、互动游戏。

活动四 原乡文创荟

时间：3月30日-4月1日
地点：乡村美学馆、乐山农庄
为加速乡土文化发展，雪堰镇

将邀请各界共鉴《新塘八景》，并到
桃园采风，书桃花、画桃花，举办诗
词书法联展等活动。

活动七 论道新雪堰

时间：3月28日-4月4日
地点：雪堰镇政府
各村书记齐聚一堂，围绕特

色工作、经验做法深入交流，问道
乡村振兴，引领乡村发展。同时
开展银企对接活动，促进雪堰经
济发展，合作共赢。

活动八 遇见桃花美

时间：3月29日
地点：雪堰镇域
邀请武进日报社等小记者走

进雪堰采风，记录下桃花节活动
的盛况，展现雪堰与众不同的美。

活动五 乡音叙乡情

时间：3月28日-4月4日
地点：凯莱酒店
离开家乡时，前方是广阔无垠的天

空；重新踏上故土，那抹乡愁愈发浓厚。
桃花烂漫时，邀请雪堰籍知名人士回故
里，看乡景、叙乡情、话乡愁，共推雪堰文
化、旅游、企业、乡村发展各项工作。

活动六 春风暖人心

时间：3月10日-4月10日
地点：潘家村
春风里种下爱心、写下祝福。雪堰

镇搭建网络新平台，开展“不忘初心心向
党，共植巾帼幸福林”爱心果树认领，募
集善款全额用于阳光扶贫、精准脱贫。

玩点1 万亩桃林赏春花

水蜜桃是雪堰镇的主要农业产业，全
镇种植面积约 1.85 万亩，和毗邻的无锡阳
山 镇 相 当 ，占 常 州 水 蜜 桃 种 植 面 积 的
50%，年产水蜜桃近3万吨。

在挂果前，万亩桃花竞相开放，白花
桃、白凤桃、朝晖桃、湖景桃、良河桃、裕红
桃、雪蜜露⋯⋯粉嫩的桃花俏立枝头、格外
艳丽。桃花的花期约一星期，3 月底、4 月
初正是赏桃花的黄金时期。

在雪堰镇，谢家桃苑、南山桃园、周桥
桃园、圣烈桃园、凤凰桃园、夏庄桃园、绣衣
桃园、潘家桃园等，都是赏桃花的好去处。
城西回民村还有成片的梨花，游客可感受
不一样的风情。

玩点2 美丽乡村品特色
依托太湖湾度假区旅游资源，雪堰镇

近年来全力建设美丽乡村、精心打造“一村
一景，一村一品”。

城西回民村陡门塘成为全市美丽乡村
示范点，乡村美学馆、临溪驿馆、黄公山文
化公园、特色民宿等全面建成。太滆村的
渔街、渔港、渔业特色明显；雅浦村开展村
庄传统建筑风貌保护性修复提升，与特色
农业相得益彰；南山村随处可拾古邑躬耕、
茶禅修心的千年遗风。

玩点3 农家乐里享春味
依山傍水，自然少不了湖鲜山珍。白

鱼、白虾、银鱼，“太湖三白”久负盛名。
太滆湖鲜一条街目前有近20家饭店，

城西农家风情园有独特的地方农家美味，
湖畔山庄、乐山农庄、谷神庄园也是不错的
选择，一些农家乐还提供客房，供游客住宿
休息。

雪堰乡村旅游景点推介：
（1）凤凰村：龙凤谷滑雪场、盆景园
（2）城西回民村：陡门塘、仁庄公园、谷

神山庄、梨园
（3）南山村：殷氏古宗祠、费巷茶场、

南山寺
（4）雅浦村：公园、橘园、竹园
（5）太滆村：渔港码头水产品市场、湖

鲜一条街

离婚不到两个月，前妻被查出罹患
白血病。已是前夫的邵民明毅然四处举
债，为前妻筹款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不
幸的是，接受移植手术后的前妻病情复
发，目前已转到苏州治疗。

离婚不到两月，前妻
传来噩耗

36 岁的邵民明是安徽六安人，从小
父母双亡，十几岁就来常州打工。他做
过建筑工人，在工厂干过，还送过外卖。
2014 年，因一场车祸，邵民明的小腿落
下了残疾。2017年，邵民明与妻子李娟
因孩子的教育问题产生矛盾，继而离
婚。“那时候，三天两头吵架，甚至打架，
还惊动了 110。”邵民明告诉记者，离婚
后，儿子跟随李娟生活。

离婚后不到两个月，一天下午，邵民
明正在送外卖，突然接到常州阳湖医院

医生打来的电话，问他：“李娟是不是你
家属？”邵民明回答说“以前是，现在不是
了”。医生告诉他：“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她可能得了白血病。她现在已经离院，
她的病情很危险，你能不能找到她，让她
赶紧来住院！”

不抛弃不放弃，四处
举债救人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懵了，
没想到以前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病，
竟然发生在她身上。”邵民明说，离婚后，
他和前妻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去哪
里找人。随后，他通过李娟的亲戚朋友
四处打听，才得知李娟租住在牛塘镇卢
家巷。他赶到牛塘，却没有找到前妻的
下落。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看到自
己 8 岁的儿子在街上与其他孩子玩耍，
他立刻让儿子带他去找妈妈。

来到租住屋，李娟正在房里偷偷抹
眼泪，看到突然出现的邵民明，她呜咽着
说：“我生病了。”两人抱头痛哭。

为了照顾李娟的情绪，邵民明没
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随后，他带李
娟 到 阳 湖 医 院 住 院 接 受 化 疗 。 由 于
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李娟的治疗
费高达 150 余万元。“我送外卖，好的
时 候 每 月 赚 4000 元 ，平 时 只 能 赚
2000 多 元 ，150 多 万 元 对 我 来 说 ，实
在是天文数字。”邵民明说，他和妻子
来常州后，因为没有缴纳医疗保险，
看病只能自费。

为了给前妻治病，邵民明借遍了亲
朋好友，自己还身兼数职，边送外卖边从
凌家塘进水果贩卖赚钱。邵民明的小腿
需要做康复，费用也要几万元，但他惦记
着前妻的病情，主动放弃康复。在医生
的建议下，他还在“轻松筹”“水滴筹”等
互联网平台上求助。

前妻病情复发，爱心
善款纷至沓来

为缓解邵民明一家的压力，他居住
的武进高新区北区香溢澜桥社区帮他申
请了多项救助，武进区红十字会给他们
发放了救助金，其儿子所在的湖塘桥第
二实验小学也发动师生捐款。“天津的一
位大姐听说了我的事情后，经常 1000
元、2000 元地给我汇钱，这些钱都是她
的工资。”邵民明说，曾在车祸中撞伤他
腿的肇事车主也送来了1万元捐助。

据统计，目前，邵民明筹得爱心善款
20 余万元，李娟也已接受了骨髓移植手
术。可术后不久，李娟病情复发，现已转
至苏州治疗。“虽然李娟已是我前妻，但彼
此的情分还在，我要尽全力救她！”邵民明
说，不管将来的病情如何，他都不会放弃
自己的结发妻子。 小波 冯墨紫 王晓

离婚后不到两个月，前妻被查出患白血病——

前夫四处举债，只为不放弃发妻

本报讯 53 岁的韩女士是新北
区的环卫工人，月收入3000多元。去
年11月，韩女士在新北万达广场保洁
时，被富乾汇文化公司的推销员用小
礼品骗到公司，一通洗脑后，她抵押、
举债，花 14 万元买了一套“可短时间
内增值数倍”的书法作品。直到民警
找到她，她方知上当，如今，她不但要
还银行贷款，还要还债。

近日，新北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诈
骗案，受害者清一色是投资收藏品的
老年人。3 月 26 日，警方向媒体通报
了案情。

去年 12 月 18 日，河海派出所接
到市民小肖的报案，称其父亲在富乾
汇文化有限公司被骗买了所谓的名
人字画。去年 10 月底，65 岁的老肖
经业务员介绍，购买了几件据称极有

升值空间的字画。老人为此不但花
光了养老钱，还被哄骗着办理了信用
卡用来套现购买。得知此事后，全家
人一夜未眠，一大早就来到该公司要
求退款。

可直到民警到场，该公司负责人
仍无动于衷。老肖的老婆一时想不
开，想要跳楼，被民警劝阻。经分析研
判，警方认定该公司涉嫌诈骗。

今年 1 月 4 日，警方采取行动，抓
获嫌疑人22名。经查，富乾汇文化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成员都是“90
后”，公司负责人周某曾在上海一家收
藏品公司工作，深谙此道，后跳出来单
干。该诈骗团伙在一年多时间里，共
诈骗老人上百名，涉案金额上千万元。

和以往被查获的收藏品诈骗公司
不同的是，富乾汇文化公司主打的是

字画，按照他们的说法“都是极具收藏
价值的名家字画”。嫌疑人交代，他们
向受害人推销的一幅 12 平尺作品只
要2980元，市场价则达60000元。其
实，这些画作根本不值钱。

警方提醒市民，如今，北京、上海
等地有专门的文化公司负责包装不
出名的书画家，通过运作，在网上将
他们作品的价格拍卖得很高，给人以
极具收藏价值的感觉。之后，再承诺
一定时间内高价回购，来哄骗受害人
购买这些根本不值钱的书画作品。
更可恨的是，对一些没有工作、没有
支付能力的群众，犯罪分子无所不用
其极，甚至现场帮其办理抵押贷款、
网络贷款甚至信用卡，用各种方法套
取被害人的钱。

（童华岗 新荆轩）

以“收藏品”为幌子
文化公司诈骗千万元本报讯 3 月 20 日 9 点 50 分，溧阳

市南环路晶海园住宅工程的南边，一阵
大风吹倒了该处一面围墙及墙上的广告
牌，一名正在工作的环卫女工被压。正
在执勤的交警第一时间赶到进行营救。
目前，受伤女工正在医院治疗。

事发地位于清溪路和南环路交叉
处。一阵狂风突然由北向南吹来，尘土
飞扬间，墙体瞬间倒塌，墙上的广告牌被
吹到了马路中央，砸到了过往的车辆。
正在该路段执勤的城区交警二中队民警
胡明富听到声响后，立即赶赴现场查看，
发现一名环卫女工倒在废墟下面，腿被
废墟砖块和碎石压住。他立即一面安慰
女工，一面帮她搬开腿上的石头、砖块。
过往群众也纷纷出手相助，很快将砖块
等清理干净，女子被救出送往医院。

据了解，环卫女工姓高，事发时正在
清扫该路段，没想到遭遇飞来横祸。由
于腿部受伤较为严重，目前她已被送往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疗。

（冯国智 金茗 芮伟芬）

大风吹倒围墙
砸中环卫女工

本报讯 根据我市建筑垃圾运
输管理要求，运输渣土等建筑垃圾
的车辆均需设置密闭装置。3月22
日，一辆满载装修垃圾的货车出现
在龙江路，碰到新北城管执法大队
的巡逻车后，农用车司机竟然弃车
而逃。

近期，正处我市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最后攻坚阶段，新北城管执
法大队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严查
各类易造成扬尘的违章行为。3 月
22 日下午 3 点半，新北城管大队副
大队长周俊带队在龙江路巡查，发
现一辆牌照为苏 D/65191 的货车
满载装修垃圾奔驰在路上，车厢上
未设置密闭板。执法车随即对车辆
进行跟踪取证。哪知，货车司机很
快察觉到了执法车辆，突然将车停
在龙江路孙家村委前湾段后，弃车
逃逸。

执法人员在对嫌疑车辆进行现

场查勘、取证时，涉事司机一直未出
现，但有一辆摩托车一直绕着现场
打转。周俊敏锐察觉到，打转摩托
车应该是涉事司机的同伴，在现场
打探消息。他当机立断，增调新桥
和薛家中队执法人员至现场增援，
同时联系拖车到现场。10 分钟后，
增援的执法人员到场，半小时后，拖
车到达。就在执法人员准备依法对
涉事车辆进行证据先行登录保存
时，涉事司机突然出现，企图阻止拖
车。执法人员在对其宣讲相关法律
法规后，依法向其开具法律文书，并
将涉事货车拖走保存，要求其尽快
至新北区城管执法大队接受处理。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查处
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相关
规定，涉事驾驶员将面临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童华岗 邹立 图文报道）

运建筑垃圾未密闭
遇检查竟弃车逃跑

本报讯 外出就餐时经常会遇
到商家收取餐具费，虽然只有区区
几元，但如果不合理，就不该收。

几天前，邹先生在溧阳一餐馆
吃饭，商家没有提前告知餐具要收
费，在结账后收了他 3 元餐具费。
邹先生认为商家的这笔钱收得不合
理，遂向溧阳消协溧城分会投诉。
经调解，商家同意退回餐具费 3 元，
邹先生表示满意。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

五条明确规定：餐饮业经营者应当
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明示所提供商
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数量和规
格。未事先明示告知的，不得收取
费用。餐饮业经营者应当提供符合
卫生标准的餐具，使用集中消毒套
装收费餐具的经营者，应当同时提
供免费餐具供消费者选择。

因此，消费者若遇到商家不
提供免费餐具的，可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

（李淑婷 庄奕）

3元餐具费，不当收费就得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