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带妈乱开玩笑
母亲生气跳车重伤

这个儿子“坑”的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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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11点30分左右，钟楼区荆川东园
小区东侧的一条小路里，一位男子骑
着电动车带着老太经过时，老太突然
从电动车上跳下，男子在旁边急得直
哭。他告诉目击市民，他是因为跟母
亲开了句玩笑，母亲才会赌气跳车
的。
据附近一家小店的女老板周女士

说，当时外面车子很少，非常安静。她
突然就听到外面的路上有异常的声
音，连忙跑出来查看，就见路边停着一
辆绿色的电动车，车旁路面上倒着一
位老太，人不怎么动了。旁边一名男子
正在哭泣。
周女士问发生了什么事，男子哭

着说是在经过这里时，母亲说了一句
话，他随口就回了句玩笑话，哪知母亲
却生气了，一下就从电动车后座上跳
了下来，摔在了路上。他后悔莫及又不
知怎么办才好，急得都哭了。很快有热
心路人帮助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
到后将老太送往市二院急救，男子将
电动车往路边一扔，也跟着去医院了。
据了解，这位儿子姓陈，母亲姓

陆，62岁，都是盐城人。医生检查发
现，陆老太的伤势主要是在头部，查看
下来比较严重。现在陆老太还在医院
接受治疗。陈先生则一直陪在母亲的
身边，表示追悔莫及。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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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件女性内衣，铺满了半个篮球场
这是溧阳一名被捉住的“内衣大盗”3年间的“战果”
现在，这名男子不但要接受心理干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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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年里偷了近600件女性内衣，
且全部是使用过的。他在一次准
备下手时，意外在车里睡着了，被
例行检查的溧阳民警给抓了个正
着。10月22日，记者从溧阳警方了
解到，该男子已经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据抓获该男子的天目湖派出
所民警虞俊介绍，这名男子姓张，
32岁，溧阳人。9月19日深夜11点
左右，虞俊在辖区内例行巡逻时，
发现在天目湖新城某小区门口，
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面包车，车
上只有一名驾驶员，趴在方向盘
上不动。

虞俊上前仔细查看，发现驾
驶员居然已经睡着了。他叫醒了
驾驶员询问情况，但是男子突然
看到眼前站着警察，顿时神色大
变，言语躲闪。虞俊注意到男子的
反常神色，便对男子例行检查。在
检查面包车上的几个纸箱时，里
面装的东西让他瞠目结舌，竟然

全是女性内衣，而且从新旧程度
和皱痕来看，基本上都是已经使
用过的了。
将男子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

后，经过清点，其中共有胸罩285
个，内裤185条，其它衣服102件，
共计572件，把这些内衣按顺序
铺好，差不多铺满了半个篮球
场。

经过进一步审查，张某交代，
他是从3年前开始，盗窃女性贴身
衣物的。一开始是偶尔偷几件，但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这种瘾越来
越大。到了今年，他觉得实在控制
不住自己，开始频繁盗窃起来。为
了方便作案，他还煞费苦心地制
作了类似钓杆的专用偷内衣工
具。

由于张某的盗窃数量巨大，
已经够了刑事立案标准。目前他
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
方还表示，将联系心理医生，对他
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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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化妆水险遭毁容 凭一纸保证书获赔万元

本报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
是消费者刘女士却因为一瓶美容液
险遭毁容，脸上的损伤和消费维权
之路让她身心俱疲，与销售商的矛
盾也越积越深。日前，经钟楼区荷花
池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协调，刘女士
获得了商家1万余元的经济赔偿。

今年7月份，刘女士在钟楼区
某商场一楼某精油专柜购买了该品
牌的美容液，使用过后出现皮肤过
敏现象并留有痘印。刘女士多次前
往专柜与商家交涉后，专柜的工作
人员向她出具了一份保证书，承诺
帮其免费去掉痘印，然而并没有效

果。
于是，刘女士前往工商部门寻

求帮助。钟楼市场监督管理局荷花
池分局工作人员经了解情况后，约
定双方进行调解。经工作人员查验，
该美容产品是合格产品，不存在质
量问题。同时商家认为，刘女士脸上
的过敏反应与使用该美容产品之间
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故商家不愿
理赔。然而，刘女士坚称自己的过敏
是因使用美容液引起，且手中有商
家的保证书也明确表示会去除脸上
出现的痘印症状，坚持要求商家理
赔。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
六条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十
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
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
方法。”在工作人员的多次调解下，
双方协商一致，最终商家支付刘女
士1万多元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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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饿了，居民端饭端排骨汤
突然晕倒，民警救助送进医院
现在，该女子转危为安，已回到了家人身边

迷路女子幸遇一群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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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晚7点不到，一名女子迷路
后，走到了钟楼区棕榈路谈家塘。
居民给她端来饭菜，女子却突发
疾病晕倒了。五星派出所民警及
时赶到，打120将其送到市一院
急救，转危为安。22日上午 10
点，女子被父母从医院接回去
了。

据村民蒋女士说，21日晚 7
点不到，她从外面散步回家，突然
发现一名陌生面孔的年轻女子走
过来。女子问她到玻璃厂怎么走？
蒋女士热情地替她指出方向。她
见女孩的样子很憔悴，一问女孩
还没吃晚饭，她就回家盛了碗饭。
这时得知消息的其他居民，也出
来询问情况，还给女子端来了排
骨汤。

蒋女士说，她当时还问女子
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女子只说
自己姓陶，母亲姓高，但是地址什
么的想不起来了。蒋女士就安慰
她，让她安心把饭吃完，很快民警
就会来接她了。谁知女子只喝了

一口排骨汤，就突然倒在了地上。
大家都不敢碰女子，只能在旁边
看护着。

很快五星派出所民警姚佳元
接警后赶到，判断女子是癫痫发
作，连忙拨打了120，由急救人员
将女子送往市一院急救。他从
110接警记录中，查找到与女子
的情况比较相似的，是一对父母
报警称，脑筋有点不正常的女儿
从家里出走了，一直没有找到。但
是姚佳元拨打他们的电话，提示
已经关机了。

在被送到市一院后，女子经
过急救，已经恢复了过来。22日
上午，姚佳元终于联系上了这对
父母，原来他们整夜都在寻找，手
机都没电了。得知女儿平安的消
息，他们非常感谢。

记者了解到，女子陶某今年
29岁。经过治疗，身体已基本恢
复，22日上午10点，她的父母办
理了出院手续，将她领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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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了一辆电动车，
怂恿老子一起去偷

这个儿子实在“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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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某父子两人做电动车改装、
维修生意。一次修车途中，朱某
发现一辆高级改装电动车，眼馋
不已，随即怂恿父亲一起帮忙来
偷。两人后将这辆价值2万元的
高级改装电动车偷走，并且将零
部件拆下，以此来躲避警方的追
捕。10月20日，两人被钟楼警
方抓获。

10月3日，南大街派出所
接到周某报警。周某说，他停放
在名骏家园 1号楼负一层车库
的电动车被偷了。民警了解到，
被盗的是一辆绿色“俊越酷车”
牌电摩，事主后期对车辆进行了
大量的改装，价值约2万余元。

案发后，民警随即调取案发
现场周边监控，发现嫌疑人的踪
迹，经初步研判嫌疑人为两人，
有交通工具，嫌疑人驾驶电动车
往怀德桥方向，后在西河沿南运
桥附近逗留。后通过监控，民警
发现嫌疑人将盗窃电动车放在
一辆白色面包车内，侦查员通过
监控接力一路追至嫌疑人落脚
点在钟楼区蓝天新苑附近一电
动车维修店。通过多日的守候，
确定该店内两名男子与监控中
嫌疑男子体貌特征相符。10月
20日民警通过守候伏击将两名

嫌疑人抓获。
经核实，两名犯罪嫌疑人均

姓朱，系父子关系，江苏淮安人，
两人自营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在
常州生活有十余年。

朱某说，他在9月的一天经
过名骏家园负一楼地下车库，看
到一辆高级改装电动车。由于自
己做电动车维修，他知道这辆车
价值不菲，有点眼馋。他走近发
现车上落了不少灰尘，猜测应该
是放了很久了。连着一段时间，
他一直来踩点，发现车辆都没人
移动和使用。他估摸着该车车主
应该是发烧友，平时并不怎么
骑。于是便把情况告知了父亲。
两人准备了面包车，开到小区附
近准备偷车。二人撬开锁后，准
备直接开走，哪想到，车子长时
间不用，还没开几公里就没电
了。也正因为没电，GPS也没用
了，事主根本没法追踪和发现被
盗车辆。两人窃得电动车后随即
对电动车进行拆卸，将高价值的
配件保留下来，在后期的经营改
装过程中将零件卖出，从中非法
获利。

目前警方已在其店内将部
分被盗电动车配件追回，其余配
件还在找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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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院，公益律师每周二上午轮值
本报讯 近日，常州中院诉讼服

务中心召开公益律师座谈会，首批
经自愿报名和选拔的21位公益律师
参加会议，这标志着常州中院公益
律师服务工作正式启动。10月20日
起，常州中院已在诉讼服务中心设
置律师公益服务岗，每周二上午由
一位律师值岗。

今年以来，常州市两级法院积
极推进公益律师进驻诉讼服务中心
开展公益服务，方便当事人诉讼，取
得了显著成效。全市两级法院分别

在各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内设置律师
公益服务窗口，在司法局等部门的
协助和支持下，采取举荐、自愿报名
的方式共选拔出230多位公益律师，
实行轮岗轮班制度，无偿为当事人
提供包括法律咨询、代写诉状、第三
方矛盾化解等在内的诉讼服务。

常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益律师进驻诉讼服务中心开展公益
服务是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协
助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
民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举措。公益

律师服务工作要明确职责，相互沟
通，相互支持。市司法局律管处张
正朝处长希望公益律师认真履职、
遵守纪律、体现专业、加强沟通，以
积极发挥律师在依法治国中的作
用。

目前，全市有7家法院的律师公
益服务工作已全面启动，各法院依
实际情况分别在每个工作日或每周
一、三、五安排律师值岗开展公益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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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盗窃的女性内衣差不多铺满了半个篮球场!溧阳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