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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519/
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20年6月2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6月
1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
告如下：

一、2020年6月2日10时至2020年6月3日10时
（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长城牌CC6460KM09小型普通客车1辆
二、2020年6月16日10时至2020年6月17日10

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怀德中路189号502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534.40㎡）
（2）常州市怀德中路189号401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1034.31㎡）
（3）整体拍卖常州市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915、916

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131.96㎡）
（4）整体拍卖常州市通江中路311号102、202不动

产（总建筑面积2202.38㎡）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龙山花园40幢8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271.17㎡）
（6）常州市武进湖塘镇天隽峰美居（二期）12幢甲

单元25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81.04㎡）
（7）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香溢澜桥花园85幢丙单

元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7.93㎡）
（8）整体拍卖常州市青山湾花园11-3、11-4号不

动产（总建筑面积100.04㎡）
（9）常州市劳动西路21号车2-319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46.76㎡）
（10）常州市丁堰街道芳渚村委丁家桥180-1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34.60㎡）
（11）整体拍卖常州天和塑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湖塘镇北庙桥村地号为202487004号宗地工业用地
集体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51127.58㎡）及地上
工业房产（总建筑面积47467.38㎡，其中有证房屋建
筑面积24836.50㎡，无证建筑物面积为22630.88㎡）、
附属物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
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taobao.
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
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85579518，
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司 法拍卖公告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母亲节里，关
于母亲的新闻不断：本地 23 岁女子遗
弃女婴致死被判刑，陕西男子墓穴内
活埋 79 岁老母被拘⋯⋯再次引发社
会各界对于“母亲”角色的深度思考。
是天性使然，还是社会形成？是生命
历程里的自然升级，还是需要社会科
学指导后的产物？在此意义上，“何以
为母”成为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婚姻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
石，角色认同则是至关重要的根基。
一说到母亲，不仅会浮现“为母则强”
的印象，也会联想到中外文化传统中
种种对其的讴歌。记者从市妇联权益
部梳理的近年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
例中发现，当下社会中，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剧，对于“母亲”
这一角色的认同，女性有时会有“想说
爱你不容易”的沉重感。

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刘琴介绍，近
年来，市妇联多元联动，坚持建立健全
维权工作机制，参与社会治理更“实
在”：“2019 年，我们与公安继续开展
家暴联调，在93个基层派出所联调室
全覆盖的基础上，在溧阳、金坛、武进、
钟楼新建 4 个联调示范点，全年共发
放家暴告诫书 385 份，开展家暴联调
202 件；积极利用‘维权服务中心’‘家
暴危机干预中心’‘婚姻家庭纠纷人民
调委会’等平台调处信访纠纷912件，
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 2 件，受
理法院委托调解34件等。”

刘琴觉得，女性的一生，角色众
多，女儿、妻子、媳妇、母亲，其中母亲
这个角色的责任感往往更重要。在
2019 年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中，有因为夫妻离异，大女儿跟随母
亲，1 岁小女儿跟随父亲却遭遇疑似
性侵的情况；有未婚先孕后男女分手，
生下的女孩跟随父亲，不仅遭遇家暴，
还陷入被父亲利用其实施“仙人跳”的
情况。

其中最可悲可怜的，是一起单亲
妈妈虐待亲子案。这位母亲离婚后，
本与男方约定，女儿跟随女方，男孩跟
随男方，但男方却一走了之，将男孩遗
弃给女方抚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
子，不仅经济压力大，还要负责教育。
破船偏遇顶头风的是，女方母亲又生
了重病，急需人照顾，无人帮助的单亲
妈妈出现心理抑郁症状，遂使用牙签
和针扎男孩。

“我们在发现这件事情后，帮助
她联系了德安医院的医生诊治，申
请相关补助的同时，也与她建立了
长期沟通回访机制。”刘琴说，“这个
单亲妈妈其实不是坏人，她在刚发
现有这样的情况时，就已经自己努
力寻求帮助了。目前，其心理抑郁
已有缓解。”

“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是，很多人步
入婚姻时的认知和观念并不成熟，往往
对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担
当并不清晰，这是很多纠纷产生的根
源。”刘琴说，很多女性认为自己都是

“猝不及防升级做了‘母亲’”的。曾留
学日本的小邵是个“90 后”新手孕妈，
预产期在今年 6 月。怀孕后，她在市妇
幼保健医院围产建档，在参加基础的新
手妈妈指导课时，她发现，在生育和养
育方面，她能够学习到的大多是常识和
技术，但从心理层面能够获得的经验指
导相对来说很少，“我也是父母的小公
主，一不留神就要当母亲了，心里没准
备呀，很苦恼！”

在传统观念中，生儿育女、操持家务
成为女性的天职，由于家庭作为人类的
基本组织结构表面上具有普遍性，这种
观念又再次被强化。我国第一位研究性
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曾经主编《妇女：最
漫长的革命》一书，书中表示，女性主义
认为，女性“第二性”“这一性别秩序既不
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
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

文化人为建构起来的”。
夏玲（化名）是在生育第二个孩子

后 ，痛 定 思 痛 于 2017 年 创 业 的 。 在
2012年生第一个孩子前，她是我市新北
区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业绩不
俗。生下大宝后，翻遍了《西尔斯亲密育
儿百科》《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她，觉得
亲子陪伴更重要，遂在家庭经济许可的
情况下毅然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可即便
她为家庭付出良多，婆婆依然认为她总
是乱花儿子的钱，一束花、一场音乐会都
会被认为“无必要的浪费”。加盟开了一
家母婴店后，夏玲说：“人还是需要有点
职业寄托，作为母亲，自己的努力，也会
成为孩子的榜样。”

近年来，《爸爸去哪儿》亲子节目的
大火和“消失的父亲”成为社会公共话
题，职场母亲的“透明天花板”现象也在
引发关注，不断催生着女性对于“母亲”
角色的深层自我认定。而对于“母亲”这
种特殊阶段的女性，小到家庭内部，大到
社会层面，或许依然需要不同角度的理
解和促进。

何嫄

母亲：沉重的角色认同之路

本报讯 20 岁出头的女子王
某未婚先孕，在厕所产下一名女婴
后，因害怕被人发现而将女婴遗弃
在郊外树林排水沟，致婴儿死亡。
近日，王某被金坛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1998 年出生的王某是金坛人，
无业。法院审理查明，2018 年 7
月，王某未婚先孕，去年 4 月 22 日
上午，其在当时居住的金坛区尧塘
街道某厕所内产下一名女婴，因害

怕被他人发现，于当天16时将女婴
用布包裹，骑电动车将女婴丢弃于
金坛区金水线宜干桥附近一树林的
排水沟内。次日早上，树田巡查员
发现时，该女婴已死亡。经鉴定，该
女婴系溺水死亡。

考虑到王某犯罪时文化水平不
高、社会经验不足等因素，法院认定
其故意杀人的行为属情节较轻，依
法予以惩处。鉴于王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愿意接受处罚，

可依法从宽处理。法院遂对其作出上
述判决。

针对此案，法官告诫，因为年轻，
遭遇感情挫折很正常，但如果没有做
好迎接小生命的准备，就不要轻易放
纵，一旦意外怀孕，女方有权终止妊
娠，现代社会遭遇未婚先孕时，切莫像
王某如此让无辜的孩子承担，该去医
院去医院，该去寻求社区和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组织，就去寻求帮助。

（陈雯燕 何嫄）

未婚先孕，女子遗弃女婴致其死亡

本报讯 近日，武进市民张国昌
在野河下网捕鱼时，意外捕获一只重
达 10 公斤的拟鳄龟。这个大家伙被
带到社区活动室后，不少居民赶来看
稀奇。专家表示，拟鳄龟属于凶猛的
外来入侵物种，市民切勿放生。

76 岁的张国昌告诉记者，他平时
喜欢在孟滆大桥下的河浜里下网捕
鱼。5 月 5 日傍晚，他和老伴去收网，
却发现拎不动。“就像块大石头一样，
黑乎乎的，一动不动。”老张费力拉上
岸，才发现是一只长相奇特的大乌龟，
一条长长的尾巴拖在后面，像鳄鱼。
老夫妻俩用一个蛇皮袋将大乌龟套
住，拖回家中放在一只铁桶里。当天
晚上，大乌龟就把一条小黑鱼给吃
了。第二天，老张把大乌龟带到西湖
街道聚新家园社区活动室，经武进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岳益超鉴别，
大乌龟学名拟鳄龟，原产地分布在北
美洲和中美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
龟之一。

岳益超说，拟鳄龟当初是作为食用
肉龟引进国内养殖的，又叫鳄鱼龟，在
适宜的温度条件下，一只拟鳄龟苗长到
10公斤仅需三五年时间。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将数十斤的养殖拟鳄龟高价卖
给宗教信众放生，后者因不知情，以为
长这么大至少要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是
只有灵气的乌龟。其实，南方市场上的
鳄鱼龟论斤卖，才10多元一斤。

他提醒市民，拟鳄龟是杂食性动
物，无论是水里的鱼虾还是陆地上的
小动物，都是它的食物，对生态环境
破坏力极强，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
根据我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是不能放生的。得知消息，张国昌有
些进退两难。他不想大龟被人买回
去吃掉，而放生又违法，他希望能有
好心人买去饲养、观赏。如果有市民
感 兴 趣 ，可 以 直 接 和 张 国 昌

（13915893415）联系。
（童华岗 陆新图文报道）

野河网鱼，抓到大鳄龟

本报讯 “真没想到，信寄出去
没多久，就收到检察官的回复了。”去
年3月，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
封控告公安违法办案的群众来信，完
成初步审查后，检察官赶赴办案派出
所调查了解情况。经核查，该派出所
在执法过程中并无违法情形。检察
官当即通过电话答复了控告人，答复
结果获得了控告人的认可。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是去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下发的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张军检察长“群
众来信件件有回复”重要指示精神
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的。《通知》指
出，要确保每一封群众来信都在一
周内回复，以及在三个月内完成办
理过程或结果答复。让每一封群众
来信都有温暖回应，也是我市各检
察院在工作中的一贯做法。

“接到检察机关的电话，我心里
感觉有着落了，踏实多了。”3 月 13
日，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信箱
收到市民张先生的来信，反映一起
案件中民事、刑事交叉的复杂问
题。“来信无轻重，每一封信都是群
众迫切的司法需求。”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徐逸峰第一时间批转控
告申诉部门，由分管副检察长朱韶

华牵头负责该案的办理。检察官一
方面迅速召集刑事检察、民事与行
政部门承办人了解案件办理情况，
另一方面向公安机关办案中心、基
层派出所、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对
接并调查核实。7 天后，检察官就
向来信人进行了公开答复。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也曾受理过
一封控告该院干警阻挠监督调查、包
庇违法的来信。纪检监察部门仔细
审查该名干警监督过程，来信反映的
问题并不属实，但信访人迟迟不愿来
听取现场答复。为推动矛盾化解，检
察官带领干警，以及由律师、人民监
督员组成的第三方人员等一行人赶
赴外省，通过PPT示证、检察人员答
疑、第三方人员评议释法等形式，对
信访人进行了公开答复。最终，信访
人不仅对答复结果表示满意，还真诚
地向检察人员道歉。

人民群众的每一封来信都体现
着他们的司法需求，检察机关在司
法实践中坚持用真诚负责的态度来
回应，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自身
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才能实现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童华岗 金晓 赵明 赵俊峰）

让每一封群众来信
都有温暖回应

本报讯 孩子出生后，亲生父
母就自然拥有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可父母若对孩子不闻不问该怎么
办？近日，溧阳市阳光公益法律服
务中心帮助一对处于困境中的姐弟
变更监护权，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
曙光。

溧阳市阳光公益法律服务中心
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是当地
首家法律类公益性民非组织，成员
由律师及公检法司、行政机关热爱
公益服务的人员组成。2019年，该
中心 22 名志愿者律师对全市 11 个
镇（区）街道的 35 名监护缺失的儿
童开展“调查走访、协调指定、诉讼
确定”走访，并建立档案。

今年4月初，该中心再次组成5
个小组17名志愿者，对全市建档的

35 名父母监护缺失的儿童进行“帮
助申请、公益帮扶”走访，全面了解
困境儿童监护和家庭情况，确定了
第一批需要帮助的困境孩子名单。

在一户困境儿童家中，中心志
愿者了解到，孩子的父亲病故，母亲
离家出走，家中姐弟二人全靠奶奶
拉扯长大。奶奶因生病做手术，术
后没恢复好，留下残疾，每个月都需
要吃药。祖孙 3 人靠领 700 元低保
度日。目前，该中心志愿者通过法
律途径，尽可能地帮助姐弟变更监
护权，让奶奶成为孩子的监护人，这
样一来，孩子就能得到民政部门的
政策补助，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据悉，目前已有 5 户困境儿童
进入监护权变更诉讼阶段。

（沈馨雯 庄奕）

生父病故，母亲出走

困境儿童的监护人该是谁？

本报讯 “因为疫情，我们向旅
行社提出取消出国游，可旅行社与
酒店方相互推诿。这钱难道就打了
水漂？”近日，市民习先生向新北消
协投诉，称其通过新北区一旅行社
微信公众号，花 1.6 万元订购了去
泰国的旅游套餐。后来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他向旅行社提出取消行程
全额退款，但旅行社称需要自行与
泰国酒店沟通。习先生跟泰国的酒
店联系后，得知支付的钱并没有给
酒店，想要退款还是得与旅行社联
系。习先生对此感到很愤怒，遂向
新北消协投诉。

接到投诉后，新北消协河海分会
工作人员介入调查。旅行社解释：一
方面因疫情突发，旅行社遭受重创，
退款量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员工放
假，人手短缺，不得已才推诿。

消协工作人员认为，疫情突发
后，政府部门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发
出明确限制、禁止旅游活动开展的
通知，导致大量旅游合同不能继续

履行，这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
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根据我国《合同法》和

《旅游法》的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
旅游合同不能履行的，旅游者和旅
游经营者均可以解除合同。所以，
基于疫情不可抗力的性质，习先生
因疫情原因无法出游，可以解除旅
游合同；受疫情影响导致旅游合同
解除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
均无过错，而且都有损失，应该遵循
公平原则，就旅游费用的退还予以
协商解决。根据《旅游法》第 67 条
第 2 项的规定，旅游合同因不可抗
力解除的，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已向
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
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
者。另外，旅游经营者对于不可退
还的费用应当向旅游者进行说明并
且负有证明责任。

经调解，旅行社向消费者表示
歉意，全额退还了 1.6 万元。习先
生表示满意。（杨榕 张维明 庄奕）

疫情放弃出国游
退款遭遇“肠梗阻”

本报讯 5月7日，钟楼区城管
行政执法大队组织人员对梧桐路
21 号的 9 处违建实施了强制拆除，
多年“顽疾”终于得以解决。

梧桐路 21 号是常州联成日用
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厂区所在地。
2017年9月11日，钟楼城管部门收
到市民来电举报。执法人员现场调
查发现，该公司于 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6 月，在厂区内违法搭建建
筑物9处，面积多达1554.8平方米，
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执
法队员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制作笔
录，拍照取证，并依法向该公司送达
法律文书。该案于 2017 年 10 月
25日完成调查终结。

该厂负责人未能如期提供合法
手续，且在执法队员上门劝说整改
时，总是找理由推脱，甚至有时候直

接拒不配合。因这起违章搭建涉及
情况较为复杂，为避免激化矛盾，执
法人员持续耐心地与当事人保持沟
通，并定时将协调情况上报。今年
年初，在确定沟通无果后，钟楼城管
大队决定主动出击，对此处违建进
行强制拆除。

5 月 7 日上午 8 点半，钟楼城管
大队30多名队员穿戴好装备，分组
设卡，布置警戒绳，将现场出入口和
有关通道全部封锁。在清理现场无
关人员、确保安全得以保障后，大型
挖掘机进场对9处违章实施了拆除。

今年是全市违法建设综合治
理五年行动的收官之年，钟楼大队
将继续深挖顽疾，主动出击，发扬
不畏难、敢啃硬骨头的精神，用实
际行动表明对违法建设应拆尽拆
的决心。

（童华岗 陆芹芹 张显阳）

一企业9处违建被钟楼城管拆除

多年“顽疾” 一朝拆除

本报讯 一阵大风，将一只风筝吹
飞到电线杆上，长长的风筝线与电线紧
紧缠绕，不但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风险，
也极可能引发触电事故。104国道溧阳
收费站员工立即中断道口放行，设法解
开风筝，消除了安全隐患。

5 月 12 日下午 4 点 10 分，104 国道
溧阳收费站三班班长沈炀在道口巡查
时，发现从上风歌岐方向飘过来一只风
筝，正好落在该站治超卡口路边电线杆
的第二层电线上。风筝的拖拉线贯穿整
个收费道口至辅房人行道，随大风摇摆。

情况紧急，沈炀立即通知所有收费
口暂时中断放行，从站房找来绝缘手套、
塑料把手剪刀，对摇摆缠绕的风筝线进
行清理。很快，风筝随着劲吹的大风掉
落下来，道口迅速恢复了正常通行。

（谢泉平 赵璐 芮伟芬）

风筝缠绕电线上
耐心剪切解风险

本报讯 为规范机动车驾培机构的
经营行为，维护驾培市场秩序，今年4月
起，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在市区开展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市
交通行政执法支队钟楼大队通过前期摸
排，近期查处了 5 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违规行为。

5 月 11 日中午，钟楼大队执法人员
来到市平安驾校龙城大道培训点执法检
查。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辆教练车
上只有一名学员王某在独自训练科目
二，没有教练员随车指导。执法人员当
即叫停王某独自练车的行为，并联系到
该车教练员刘某进行询问。原来，刘某
一开始进行了随车教练，后来因为要送
其他学员回家，就让王某独自练车。

进一步查证发现，王某是通过常州
高俊驾校报名的，而该车教练员刘某是
常州平安驾校的教练员，并不能对王某
进行教练。教练员刘某将因进行驾驶操
作培训时不随车教练，以及为不属于受
聘机构招收的人员提供机动车驾驶人培
训教练经营服务两项违规行为受到行政
处罚。

据悉，本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专项整治将持续到年底。

（童华岗 张瑜陆 周鑫明）

钟楼查处5起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违规行为

教练不在场
学员自个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