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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前，金坛一男子报警，称妹妹
与其男友同时失踪；10 多年来，两人始
终没有音讯。直到去年下半年，随着一
名盗窃犯在安徽的落网，这宗悬了10年
的失踪案终于真相大白——早在 11 年
前，女子就已被男友杨某残忍杀害。

近日，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罪、盗窃罪，被移送至金坛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

盗窃汽车 网上追逃
今年 56 岁的杨某是安徽临泉人。

2006年6月，杨某连车带司机租了辆桑塔
纳到合肥。在合肥一酒店房间内，杨某乘
车主熟睡之际，偷偷拿走了该车钥匙。随
后，他开着偷来的汽车一路到金坛，之后，
伪造了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将汽车抵押
给一调剂行，得赃款2.5万元。

等车主醒来发现汽车不见了时，当
即便怀疑是杨某偷的。因为一直联系不

上杨某，车主随后报警。因涉嫌盗窃罪，
杨某被合肥警方网上追逃。

但这十多年间，杨某似人间蒸发般，
一直查不到影踪。直到 2018 年 7 月，躲
在老家的杨某终于被当地派出所抓获，
后交给合肥警方侦办。

去年 9 月，杨某被移送合肥检方审
查起诉。在此期间，杨某身上背负的一
桩杀人命案浮出了水面。

杀害女友 肢解抛尸
早在2006年，杨某就结识了金坛女

子苏琴（化名）。当年 40 多岁的苏琴离
异，经济条件不错。两人发展成男女朋
友关系后，杨某便搬进了苏琴家，开始同
居生活。

2008 年，杨某花光了自己的钱后，
谎称自己预订了一栋别墅，哄骗苏琴卖
掉房子。苏琴信以为真，准备将卖房款
用作别墅的首付款。苏琴和买家谈妥价

格后，买家随即转了10万元首付款至杨
某提供的银行卡中。没想到，不到半个
月，杨某私下里就将这笔钱全部挥霍掉
了。苏琴发现后，多次向杨某索要房款，
但杨某哪里拿得出呢！

2008 年 10 月底的一天晚上，苏琴
再次向杨某索要房款时，两人动了武，纠
缠、厮打间，杨某抓住苏琴的头朝卧室床
角上连撞了数下，并用手卡住她的脖子，
直到她一动不动。杨某害怕苏琴醒后会
报警，暴露其盗窃犯的身份，便起了杀
心。他在家中找到一把羊角锤，对着苏
琴的头部猛击，残忍地将她杀害。

第二天，杨某担心苏琴的尸体在家
中被人发现，又用菜刀将尸体肢解，将尸
块用蛇皮马甲袋包装后，抛于一口井内。

天理昭昭 真凶落网
2008 年 11 月，苏琴的哥哥向警方

报案，称妹妹与其男友一起失踪。当时，

警方以普通失踪案进行调查。
2011 年初，民警通过走访发现，苏

琴男友的真实身份是杨某，且早就因涉
嫌盗窃罪被安徽合肥警方通缉。

2018 年 10 月，金坛警方与合肥警
方联系后，得知杨某已落网，遂赶赴合肥
提讯杨某。杨某最终供述了杀人分尸的
事实。可时隔多年，城市建设使周边环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杨某的供述，警
方通过卫星定位技术划定了大概方位，
对附近群众走访调查，最终确定了抛尸
井的位置。

去年11月，金坛公安分局组织人员
进行挖掘，并对现场进行勘验，在地下
1.24米处挖到了一口井，继续挖掘，在该
井内发现 3 包尸块及铁丝、砖块。经
DNA鉴定，死者正是苏琴。

天网恢恢，等待杨某的将是法律的
严惩。

吴同品 张卫强 孙忠玲

盗窃犯落网，11年前的失踪案真相大白

本报讯 为更加有效地发现打击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活动，
近日，钟楼区新闸街道创新禁毒巡查
新模式，首次使用无人机航拍检测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本次巡视行动是
江苏省首例使用无人机设备巡视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

每年三四月，都是罂粟植物落地
生根的季节。为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零种

植”和“零产量”，持续对毒品犯罪，尤
其是制毒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钟楼
区禁毒办民警因地制宜，在新闸街道
的配合下，制定了一系列的航拍巡查
方案，启用无人机对辖区内的自然村
组、拆迁闲置空地，特别是河道岸坡、
田间菜园等易种植的可疑场所进行地
毯式巡查，实现“天上、地下”联动，高
科技精准打击非法种植罂粟违法犯罪
活动，确保禁种铲毒不留死角。

现场吸引不少村民驻足观看，钟
楼区禁毒办工作人员还向围观群众宣
讲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危害及应承
担的法律后果，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禁毒活动，广大现场群众纷纷表示
对禁种铲毒行动全力支持。

据悉，今后每年三四月份的罂粟
作物播种期，钟楼区禁毒办都会使用
无人机设备，进行不定期巡视。

（冯吟雪 庄奕 图文报道）

我市首次使用无人机勘查毒品原植物

本报讯 老人要求儿子每月给
付赡养费1500元，可儿子认为老父
亲“狮子大开口”，坚决不予理睬。
迫不得已，市民老李于近日来到钟
楼区南大街街道司法所求助。

老李说，老伴去世得早，他含
辛茹苦将独子养大。如今，他年老
体弱，身体抱恙，无法务工赚钱，而
儿子已成家立业，他希望儿子尽一
点 赡 养 义 务 ，每 月 给 付 赡 养 费
1500 元。为此，他多次到儿子家
催要，可儿子一直以无钱为由拒
绝，导致他和儿子一家关系恶劣，
而他也生活无着。

了解情况后，司法所工作人员
及时联系老李的儿子小李，详细核
查事实情况。小李说，他并不是不
愿赡养老人，只是觉得老李要求的
赡养金额过高，超出了他的经济承
受能力。他和妻子的工作收入都不
高，除了日常经济支出外，还要抚养
两个孩子，如果每月再给父亲1500
元，生活压力太大，将入不敷出。

了解详细情况后，工作人员认
为，父子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和
子女之间的交流不充分，互相不理
解，不能从对方的角度、从法律的角
度考虑问题。于是，工作人员安排
双方坐在一起，面对面调解。

按照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子女
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进行限制。人民法院认定赡养费的
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
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
赡养费的给付分六个方面：老年人基
本赡养费；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用；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老年
人的住房费用；必要的精神消费支
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小李将夫妻俩的月收入与支出
仔仔细细地算给老李听后，老李觉
得儿子一家生活确实不易，心疼儿
子儿媳，提出赡养费可以少一点。
小李夫妻也向老李赔了不是，觉得
平时和父亲沟通太少，承诺以后会
注意沟通方式，多去看望父亲。

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双
方一致同意：每月由小李支付给老
李赡养费1000元。 （詹翔 庄奕）

延伸阅读：
赡养费的计算，首先要计算子

女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子女家庭人
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
视为该子女无力向父母提供赡养
费。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最低
生活保障线时，超出部分，二个子女
以内的按 50%计算赡养费；三个子
女以上的按 40%计算赡养费。应付
的赡养费除以被赡养人数得出付给
每个被赡养人的赡养费。

赡养费过高生矛盾
司法所调解化纠纷

本报讯 乘公交车发现有人丢了
钱包，两小伙捡到后竟悄悄地分了赃，
不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了下
来。接到警方电话后，两人不好意思
地退了赃。鉴于他们能及时认错退
赃，警方未予追究。

3月21日中午12点，市民王某向
公交一公司B2路车队求助，称上午到
市一院看生病的父亲，回程坐B2路到
西林回车场下车时，不小心将钱包掉
在了车上，包里大约有 5000 元现金，

是打算给父亲交医药费的。
站服员朱丽佳调看监控，发现王某

乘坐的车正驶往经开区公交中心站，于
是通知经开区站务茅婷，等车到站后上
车寻找。不久，茅婷和驾驶员石金玲一
起在车厢后座找到了包，但包内的现金
已不翼而飞。车队立即调看站台、车辆
监控，发现两个小伙子特别可疑：该车
从西林站出发后第一站到达邹傅路时，
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发现钱包后环顾四
周，有翻包动作；之后，在龙江路站又上

来一个小伙子，两人好像认识，围着包
互相打掩护，神态极不自然。

王某立即向西林派出所报警。根
据视频和相关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
两男子的身份，通知他们配合调查。
当晚 7 点半，两男子刘某和张某来到
派出所，承认拿了钱，并退还全部赃款
4800元。刘某称，当时车上乘客比较
少，看到包里有一沓钱，一时糊涂起了
贪念。正好碰到朋友张某也上车，两
人就商量着分掉了。（芮伟芬 张强）

乘公交捡到钱包 两小伙悄悄分赃

眼下正是鱼类
的产卵期，为保护
生态环境，3 月 22
日，武进区西湖街
道综合执法办联合
河长办、水利等部
门，全面清理整治
长北河河道里违规
设置的各类渔具。

童华岗 陈澄
孙妍琪 图文报道

本报讯 4 月 2 日傍晚 6 点 50 分，
金坛区新城东苑 3 期 13 幢一楼车库着
火，火中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经
查，车库里堆放着电瓶车电瓶，以及一些
烟花爆竹。

南环路消防中队接警后，立即派人
赶去处置。到场后，发现阵阵浓烟从一
楼车库往外冒，其中夹杂着类似烟花爆
竹的声响。小区居民都出来围观。消防
人员立即劝离看热闹的居民，设置警戒
带并出动水枪灭火。约10分钟后，火情
被处置，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车库堆放有电瓶车电瓶及
少量烟花爆竹。起火后，一位居民正好
打羽毛球回家，看到车库冒烟而报警。

（邹海楠 芮伟芬）

起火车库
堆着烟花

本报讯 一男子专偷超市的巧克力
和护肤品，每次“光顾”时，偷了货架后排
的东西还把前排给摆好，以为这样就不
会被发现。直到他第四次“光顾”该超市
时，被超市工作人员逮了个正着。

3 月 9 日深夜 11 点，翠竹派出所民
警接到某超市工作人员的报警，称清点
货物时，发现有部分巧克力和护肤品被
盗了。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查看
视频发现了嫌疑男子，此人作案大胆、目
标明确、手法老练，趁人不备时，将巧克
力、护肤品放入随身手提包和口袋内。
在接下来的10天内，翠竹派出所又接到
两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报警，地点都是在
同一超市，丢失的也是护肤品和巧克力。

3 月 18 日下午 1 点，该嫌疑男子第
四次“光顾”超市后，从无人购物通道离
开时，恰好被超市保安逮了个正着，并立
即向翠竹派出所报案。男子胡某随后被
赶来的民警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胡某今年54岁，安徽人。因没有经
济来源，又不愿意去找工作，他明知自己
的行为违法，但觉得盗窃的东西金额不
大，民警不会抓他，所以一而再地行窃。
目前，胡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还在
进一步审理中。 （吴同品 郭云）

专偷巧克力护肤品
第四次“光顾”被抓

本报讯 3 月 22 日下午 2 点，武进
警方组织10余名警力，对武进洛阳某小
区的一栋三层小楼进行突袭，成功抓获
涉恶在逃人员王某欢。

今年 24 岁的女子王某欢是湖北
人，有赌博前科。去年 9 月 9 日，王某欢
因组织卖淫罪被武进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由于王某欢当时怀有身孕，法
院遂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一年（2018
年 10 月 8 日—2019 年 10 月 7 日止）。去
年 12 月 27 日，武进区司法局以王某欢
脱离监管，下落不明为由，建议对王某
欢收监执行。

经查，王某欢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生育一死胎，后于 12 月 25 日离家出走，
脱离监管，下落不明，且现无符合监外执
行的条件。2018 年 12 月 28 日，武进法
院依法撤销了王某欢暂予监外执行一年
的决定，决定将其收监执行。

今年 1 月 2 日，武进警方对王某欢
上网追逃。由于王某欢有极强的反侦查
能力，抹去了自己所有的活动痕迹。警
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3 月 15
日，警方终于确定王某欢暂住在武进洛
阳某小区。经过连续多天的现场侦查，
3月22日下午，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小波 武公）

罪犯生育后脱管
民警追踪终抓获

（上接 A1 版）与 702 个 农 家 书 屋
共同形成公共阅读服务全覆盖；
建 成 10 家 2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馆 ，
首家以“秋白书苑”命名的城市书
房投入使用；成功创建全国示范
农家书屋 2 家、全国职工书屋示范
点 40 家；2000 余个公共阅报栏、
1000 个小微书店、100 多个实体
书店红色书柜、20 余个“魔力书
屋”和“青年朗读亭”构筑起城乡
一体读书圈。

与此同时，我市持续打造以秋
白读书节、常州全民阅读季为龙头，
以溧阳全民读书节、金坛读书月、武

进全民读书月、书香新北、龙城淘书
节、中华经典诵读写讲等为补充的
一大批有特色、接地气、受群众欢迎
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每年累计开
展各类主题阅读活动近1000场次，
覆盖群众超过200万人次。

2014 年，我市入选联合国“中
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2017年，
全市居民综合阅读率达94.94%，位
居全省第 3；常州电视图书馆被列
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
目；全市涌现了一批全民阅读的全
国、全省先进典型和个人。

（季雯君 周茜）

我市连续21年位居全省第１

（上接A1版）
有意申报的企业、事业或社会

团体法人，可于 5 月 22 日前对照
《2019 年度常州市市级文化产业发
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形成
申报材料，填写承诺函，并向相关初
审部门提出申请。申报的企业、事
业或社会团体法人需在常州行政区
域内，且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依法完成登记注册设立。

6月5日前，各初审部门将对申

报单位的申请资格、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审查，并对申
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评比，推选出
重点推荐项目汇总至市委宣传部文
改办。最终扶持的项目将于优选、
实地考察、公示后确定。

项目申报指南、申报表和《文化
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可关注

“河畔中吴”微信公众号获取。咨询
电话：85680819。

（林云 周茜）

市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
专项资金项目开始申报

（上接A1版）
1111 人力银行公共事务部暨

职涯发展中心总经理李大华表示，
传统产业与制造业从业人员受限于
公司规模，经常一人身兼多职，一旦
贸然请长假，公司必然要立刻补人，
员工担心复职会有“回不去”的风
险，因此该行业“惧请”育婴假的比
例最高。

调查发现，上班族若计划生育下
一代，夫妻合计月收入平均要69366

元（新台币）才养得起一个孩子。
此外，有高达92.76％的受访者

需要负担家计，平均月收入的五成六
必须用来支付开销，而13.57％的受
访者要扛下家庭百分百经济重担。

李大华表示，从本调查可以发
现，受访上班族普遍感受到，“低薪
资”与“高物价”已成为生育动力的
两大绊脚石，且在孩子出生后，不论
是经济或是体力，对于个人都是消
耗，进而导致生子意愿走低。

台湾生育率持续下探

（上接 A1 版）鲁尔区贫困率上升与
当地尚未完成的结构调整有关。

研究人员还就居民对贫困的实
际感知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2018 年德国有 34％的民众认为贫
困问题在过去10年间有所加重，有
46％的城市居民认为所居住城市
贫困现象在过去10年间日益严重。

为应对城市贫困问题，贝塔斯
曼基金会专家团队建议大城市应针
对不同社区问题采取相应措施。由
于大城市不同社区发展不平衡，有
些社区社会、经济、环境问题交织，
城市管理者应更有针对性地改善不
同社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条件以
及增加就业机会等。

贫困问题在城市更严重

本报讯 4月2日一早，溧阳市
民汪大爷骑着的电动三轮车坏在了
路上，急得在 104 国道溧阳收费站
旁不知所措。收费员沈炀发现后，
及时帮老人修车，解了老人的困境。

当天早晨 7 点半，70 多岁的汪
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进城，开到
104 国道溧阳收费站附近时，车子
突然坏了，老人一愁莫展。收费站
当班班长沈炀发现后，主动上前安

慰他不要着急，并将三轮车移到安
全地带侧翻，一番仔细检查后，发现
刹车部位有好几处地方的螺丝都松
了。于是，他找来修车工具，30 分
钟后将车子修好。

老人拱手道谢后，骑着三轮车
离开了。沈炀还有点不放心，在后
面默默跟了几百米，确认车辆能正
常行驶后才返回岗位。

（谢泉平 赵璐 芮伟芬）

电三轮坏途中 收费员巧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