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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2 点半，77 岁的居方正老
人坐在新换的 42 英寸液晶智能电视
机前，兴致勃勃地收看当天播出的电
视剧《瞄准》。保姆收拾好厨房，片头
曲就响了起来⋯⋯

5 年前，这位智力残疾、离了婚的
失独老人还背负着一笔“巨额”欠款，
生活异常艰难；5 年后的今天，老人的

“老破小”住宅装修一新，用上了最新
款的电视机、空调、冰箱，请了钟点工
阿姨，欠款全部还清还盈余近 3 万
元。这场巨变，要从老人口中的“好女
儿”——常州经开区戚墅堰街道站北
社区书记曹玉说起。

多年前，居方正与一名有过婚史
的妇女结婚，对方带来 3 个孩子。婚
后，两人育有一女，但同样身患残疾。
2007 年，女儿因病不幸去世，给老人
造成了很大的打击。2014年，居方正
与妻子通过法院判决离婚，“老破小”
归居方正，但他需要向前妻支付 7.5
万元。对于名下没有一分钱存款的居
方正来说，这是笔天文数字。

老人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金，但
因不会过日子，总是不知不觉就把钱
花光了。侄子想接老人一起去生活，

但老人不适应新环境，又回到老家独
自生活。失独寡居的伯伯该怎么办？
侄子想到了社区。社区书记曹玉听了
老人的情况后表示：“失独家庭一直是
我们关爱的对象，居方正有困难，我们
当然得管！”2015年，曹玉走进了老人
的生活，开始帮他“当家”。

“ 当 家 ”先 从 规 划 用 钱 做 起 。
2500元退休金，留下 1000元零花，剩

下的社区都帮忙存起来，一年能有 1.8
万元。接着，曹玉帮居方正办理了失独
家庭补助，一次性领取了 1.9 万元。如
此 一 来 ，大 约 3 年 ，老 人 就 能 还 清 欠
款。事实如她所料，2018 年，居方正还
掉了 7.5 万元欠款，彻底从债务中解放
出来。

“当家”过日子，离不开精打细算。
1000元若全部交给居方正，又会在不知

不觉中被花掉。于是，曹玉要求老人每
个月来社区居委会两三趟，每次领取些
零用钱。偶尔需要看病，就从日常开销
里匀出来。所有的支出，曹玉一一记在
本子上。还清欠款后，老人的生活宽裕
了很多。在社工的帮助下，他重新装修
了房子，更换了家电。老人喜欢看抗战
片，29英寸的老彩电有雪花，换了新的互
联网电视后，画面流畅了、声音清楚了。

今年疫情期间，各小区都封闭管理，
曹玉开始帮居方正“云当家”。经济的总
管”仍然是她，送钱的任务则交给了社区
党支部，不用老人亲自来取；防疫物资也
由社区工作人员采购送货上门。老人最
爱喝鲫鱼汤，曹玉煮好后，就喊志愿者给
他送去。虽然封闭在小区，但有了“云管
家”，老人的生活一点都不用愁。

如今，老人已年近八旬，虽然身子骨
还算硬朗，但也会有些小毛病，自理能力
也大不如前。曹玉给他请了个钟点工，
可以更全面地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请
保姆的钱则是前两年“当家”时省下来
的。曹玉说：“到今年年底，老人大概能
有 3 万元存款。我叮嘱他，这部分钱可
不能乱花，将来保不准生什么病，这笔钱
就是用来抗风险的。”

提到社区、提到曹玉，老人会像孩子
似地抹眼泪，他不会说感谢的话，但他脸
上的笑容多了，眼里有神了。

李甜 童华岗图文报道

社区书记为失独老人“当家”5年

为全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平安稳定，10月23日至24日，全市公安机关出动5000余警力，开展“常安5号”集
中清查行动，对出租屋、网约房、中小旅馆、网吧、洗浴桑拿、发廊、寄递业等特殊场所进行检查。同时，对全市危险物品单
位、水电油气等重点单位及车站机场、码头、长途汽车站、地铁公交、港口、繁华商贸区、市民广场、地下通道等复杂密集场所
设置专门警力，一一过堂，盘查单位1万余家次，督改隐患160处，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74人。

芮伟芬 荆轩图文报道

本报讯 领的营业执照是“儿童
托管”，却干起了“培训班”的活，像
模像样地上起了课，批起了作业和
试卷⋯⋯近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横
林分局查处了一起以儿童托班名义进
行违规授课的案件。

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发现，经营者
陈某租用横林天仁消费品市场的房
屋，领取了儿童托管服务部营业执照，
其许可经营范围为：中小学生校外托
管服务。之后，以儿童托管名义，提供
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所谓托管服务。

检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写有数学
教学内容的黑板，以及部分已批改的
作业和试卷。关键是，这些上课的老
师均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面对证

据，陈某承认，自己为托管的学生批改
和指导语文、数学等文化教育课程和
作业。

按照相关规定，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机构，必须经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登记管理机关
注册登记，并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实施
培训业务；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
何组织和机构不得以家教、托管、咨
询、文化传播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与升学
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等培训业务。在
校外培训机构从事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
师，应当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根据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

则，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横林分局责令
陈某改正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行为，同
时对其违法从事学科教育类培训等其
他违法行为，依法向常州经济开发区
社会事业局进行了抄告。

教育培训大多是预付式消费，市
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选择教育
培训机构时，要做到“三个注意”：一是
注意培训机构是否有教育部门颁发的
办学许可证，是否合法经营；二是注意
不要轻信培训机构及营销人员口头承
诺，应将各种承诺写进合同、书面约
定，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三是注意保
存缴费发票、合同、宣传资料、视频截
图等材料和证据的收集，一旦发生纠
纷，以便维权。 （徐跃飞 庄奕）

老师没有资质，机构也未经许可——

领了儿童托管营业执照，却上起了课

本报讯 近日，红梅派出所民
警搭了一座寻亲桥，成功帮助两位
失散30多年的亲姐妹重逢。

10 月 25 日上午，红梅派出所
接到一起寻亲求助。一位 70 多岁
的老太操着不太标准的常州话，在
多名家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
来，请民警帮助寻找失散30多年的
妹妹。老太太年纪已大，言语表达
得不很清楚。经接警民警细心了
解，得知老太太1940年代出生于常
州，是家中的老大，底下有一个妹
妹、一个弟弟。30 多年前，老太太
嫁到了上海，因当时电话还不普及，
通讯方式比较落后，老人和妹妹断
了联系，且一断就是30多年。近年
来，老太越发思念起妹妹，怕有生之
年再无法与妹妹相见。

家人说，老太原来叫裴某娣，到
上海后改名叫王某英，只记得妹妹
以前好像住在火车站附近。两天
前，一家人陪着老太来到常州，能打
听的人都打听了，但仍没打听到老
太妹妹的消息，无奈之下才来到派
出所寻求帮助。

老太妹妹的名字辨识度不高，
给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民
警通过海量户籍信息查询，终于挖
掘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与老太核实
后，确定了老太妹夫顾某修的信息，
并据此找到了其妹现在的联系方
式，取得了联系。

得知妹妹目前身体健康、生活
幸福，还有机会再次相见时，老太热
泪盈眶。陪同前来的家人握着民警
的手，连声道谢。 （莫国强 何嫄）

亲姐妹失散30载
民警搭起重逢桥

本报讯 10 月 27 日上午 10
点，武进区城管局和礼嘉政府在礼
嘉公园进行的垃圾分类宣传服务开
始后不久，只听一声异响，一位老人
头朝下倒在一个圆石墩旁，边上一
辆空轮椅晃晃悠悠向路边滑去。“不
好了！救命啊！”人群中随即冲出一
位老太，哭喊着向老人扑去。

礼嘉城管中队队员张啸天看到
后，立即冲上前，帮着扶起老人。老
人额头上一道长约 3 厘米的口子冒
着鲜血。张啸天的同事立即拿来餐
巾纸，帮助老人止血，并拨打120求
救。张啸天得知，受伤老人因为脑
梗已经半身不遂，当天上午，老伴推
着他到礼嘉公园散心，看到入口处

有宣传活动，老伴便上前取些宣传
资料，没想到老人在轮椅上重心失
衡，摔倒在地。老人血流不止，一度
失去意识，而救护车赶到还要一段
时间，城管队员在征得老太同意后，
用现场一辆执法车将老人先行送往
礼嘉医院。张啸天将老人抱上车
后，就一直在老人耳边呼喊，到达医
院前，老人终于清醒过来。

因处理果断及时，老人没有生
命危险，张啸天没来得及换下带血
的制服，就和同事回到岗位继续工
作。据了解，张啸天是“95 后”退役
军人，曾在甘肃省武警总队服役，多
次获部队表彰。

（童华岗 朱静 施晓明）

老人遇险昏迷 城管出手相助

本报讯 骗子的招数日日翻
新。上周，溧阳连续发生 2 起冒充
领导请求帮忙转账的案件，其中一
人因为谨慎，及时向派出所核实而
避免上当；另一人则碍于“领导”情
面，被骗了2万元。

10 月 19 日，溧阳上黄镇某企
业负责人张某收到该镇党委书记的
微信好友申请，看头像和名字的确
是书记，张某立即通过。“书记”对他
一阵嘘寒问暖，聊了几句就称现在
正在陪同领导下乡扶贫检查，有件
私事来不及处理，想请他帮忙转 16
万元，称：“亲戚公司急需资金周转，
我不太方便转，想转到你卡上，以你
的名义转借出去，也好方便日后收
回。”张某觉得蹊跷，刚好前阵子上
黄派出所到企业做了防诈宣传，于
是打电话向民警核实。民警一听，
就知道张某遭遇网络诈骗，立即告
知不能转账。

张某小心避了损，该市市民王
某就没那么幸运了。10 月 20 日，
王某收到一个微信好友申请，对方

自称是某局局长。王某与该局长不
熟，但知道他的名字和相貌，看到微
信头像和昵称都是局长本人，就通
过了。互加好友后，“局长”对王某
非常热情，聊得很投机。第二天，

“局长”对王某说，亲戚的公司急需
资金周转，需要借笔钱，但自己碍于
身份有些不便，想让他帮忙垫付一
下，很快就会还给他，还再三告诫他
不要告诉别人。王某没有丝毫怀
疑，当即凑了 2 万元转至对方提供
的账号。哪知，刚转完，“局长”又提
出还要借 5 万元，王某这才起了疑
心，立即核实，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最近，冒充乡镇、政
府领导的诈骗多发。骗子盗用领导
真实照片头像和名字加好友，一番
寒喧后就会提出“请求”，进行诈
骗。此类案件的受害人多为当地企
业的负责人，他们认识领导但与领
导不熟，见微信头像和名字相符容
易轻信，如果不留个心眼，通常会因
不好意思拒绝“领导”请求而上当。

（芮伟芬 张亮）

接到“书记”请求
细心核实避损16万元

本报讯 记者 10 月 22 日从金
坛区城管局获悉，今年 5 月至今，该
区已连续处罚多起无证经营瓶装燃
气案件，以保障居民用气安全。

5 月 22 日，金坛区住建局燃管
处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
和西城街道，对尤某某、史某某在金
坛区北戴庄大量非法储存石油液化
气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现场共堆放
有 143 只液化气钢瓶，其中报废瓶
达 74 只。经查，尤某某、史某某未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便利用金坛区
金城镇北戴新邨住宅储存燃气，违
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金坛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取缔了该非法存放点，并对两
人处以罚款5万元。

8 月 12 日，金坛区住建局燃管
处与指前镇政府工作人员检查发
现，俞某在指前镇紫云湖小区内一
车库储存24只液化石油气钢瓶，其
中满瓶 9 瓶。对其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后，工作人员于 9 月 3 日再次
检查，发现俞某在指前镇承包的鱼
塘北侧房屋内还储有 6 满瓶液化石
油气，共计 227 公斤。因两处地点
均为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俞某
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五项，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同
样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金坛城管呼吁广大群众，一定
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钢瓶煤气，
若发现身边存在非法“黑气”点，及
时举报。 （顾静 何嫄图文报道）

金坛处罚多起无证经营瓶装燃气

本报讯 被判缓刑后不想着改过
自新，反而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在大
庭广众下吸食冰毒。近日，溧阳法院对
64 岁的王某作出了撤销缓刑并予以收
监的裁定。

10 月 9 日下午，溧阳法院召开了拟
撤销社区矫正对象王某缓刑的听证会，
这是社区矫正法实施以来，溧阳市首例
撤缓案件听证会，也是溧阳市社区矫正
试点以来首起有委托律师到场参加的撤
缓案件听证会。

64岁的王某是溧阳别桥镇人，2019
年 7 月 8 日，因故意伤害罪被溧阳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社区矫
正期限自 2019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止。2019 年 7 月 30 日入矫后，
由溧阳市别桥镇司法所负责对其实施社
区矫正日常教育管理。

哪知，今年 8 月 30 日中午，王某在
溧城街道西门菜场附近一路边吸食毒品
冰毒，9 月 5 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部
门随即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
其行政拘留十五日。之后，溧阳市司法
局社区矫正管理大队根据别桥镇司法所
提交的提请撤销缓刑审核表，经集体合
议，决定向溧阳市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
刑执行原判刑罚建议。

收到建议书后，法院组织召开了由
当地司法局、检察院及王某、王某的代理
律师一起参加的听证会。在听取了各方
意见和建议后，近日，法院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做出了撤销缓刑并予以收监的裁
定。 （赵海琳 庄奕）

社区矫正时还吸毒
六旬翁被收监了

本报讯 新北区百丈市民吴某在一
社交 APP 上寻找男朋友，不料掉进投资
陷阱，一个多月被骗了87万元。

8 月底，吴某在一款名为“soul”的
APP 上交友，与一个网友聊得很投机，
二人随即互加微信聊天。几天后，对方
聊天时称自己是做金融的，要去弄一个
平台数据，可以带吴某“小赚赚”。根据
该网友发过来的二维码截图，吴某扫码
进入了一个名为“USDT”的交易大厅，
大厅里有购买“平双”“大涨”“做空”等交
易，均用美元进行购买，需要充值的话就
联系客服。根据该网友的操作方法和指
导意见，吴某投资了几笔后，发现自己果
然赚钱了，且可以正常提现。尝到甜头
的她自此对该网友深信不疑。

之后，当客服邀请她参加充值活动
时，吴某欣然参与。哪知，平台一直显示
其交易额不够，要求其达到账户余额 2
倍的交易额。此时，该网友也频频怂恿
吴某加倍投资提高本金。当吴某发现交
易额度大了后无法提现时，该网友又截
图告知吴某，称已借了 78 万元帮其充
值。被爱情和利益冲昏头脑的吴某选择
了相信该网友，继续投资，直到最近该网
友对其不理不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10 月 24 日，吴某报警。警方查明，
她共在平台投入 93 万元，提现了 6 万
元，被骗87万元。

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
（童华岗 邹丽娜 姚好）

为找灵魂伴侣
被骗87万元

本报讯 群租房的“有心”租客发
现，自己的房门钥匙竟然能打开其他
租户的房门，这像是为他打开了盗窃
的方便之门。结果，再次出手时，邻居
恰好在家，他被逮了个正着。

10 月 11 日下午，新北区龙虎塘
派出所接到群租房租户耿先生的报
警，称其在家休息时，隔壁住户用钥匙
开了他房间的门要进来。民警随即展
开侦查，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郑某，并

将其抓获。
经查，郑某和耿先生都是该群租

房的租户，郑某上的是夜班，凌晨回住
所，白天休息。今年8月中旬，郑某发
现，群租房里 5 个房间的门锁样式一
样，便尝试着用自己的钥匙开了 3 号
门耿先生的房间，没想到竟然开了，郑
某遂潜入偷了几包香烟和饼干。10
月 11 日，他以为耿先生夫妇出门了，
故伎重施，没想到耿先生夫妇就在房

里。听到门锁有异响后，耿先生没出
声，郑某一开门就被逮了个正着。联
系房东后，房东检查，发现5个房门的
锁芯都已松动，所有房门都可以通过
郑某的那把钥匙打开，遂报警。

被抓后，犯罪嫌疑人郑某对自
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10 月 26
日，郑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

（童华岗 邹健 姚好）

群租房内出小偷 一把钥匙开5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