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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 86633355 5 月 3
日上午，常州经开区居民郭先生
打进常州晚报热线反映，丁剑路
上的行道树连续两次被风吹倒，
横在人行道上。

郭先生说，丁剑路是一条新
修好的马路，路两旁各栽种了一
排行道树。4月中旬，他就看到有
行道树倒在路上，后来被拖走并
重新补种好，但是 3 日上午他经
过时，发现又有两棵行道树倒了
下来。

上午 10 点左右，常州晚报记
者在郭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丁
剑路。路两旁种了行道树，都种
在人行道板上专门弄出来的四方
形的树池里。行道树有的直接种
在树池的泥土里，有的还有竹竿
进行了加固。

倒下的两棵行道树，都位于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大门附
近，都是树梢朝东地倒在人行道
板上。记者看到，这两棵行道树
的树根埋在土里并不是很深。

记者采访时，正好有一辆城
管车辆巡逻经过，一名城管队员
拍下倒地的树后，表示将立刻把
情况报到城管平台上，让相关单
位来尽快处理。

常州经开区建设局绿化科相
关人员告诉常州晚报记者，这些
行道树是丁剑路的配套工程，今
年春天刚种下去的。估计是种植
时间还不长，根系还没有长牢，遇
到大风才会倒的。不过目前这些
行道树还没有移交到他们这里，
要由当时负责工程的常州市铁建
处来处理。

记者将情况告诉了常州市铁
建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知
道了，会马上就去处理的。

昨天下午 5 点多钟，记者了
解到，因为风大，中午时候又有 5
棵行道树被吹倒。负责丁剑路绿
化种植的方圆宏升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已经赶来，将倒掉的树
全部补种好了。

公司的一位现场负责人戴先
生表示，根据规范，这种叫栾树的
行道树不需要种得太深，只要根
部的土球与路面平齐就可以了，
这样更有利于树木成活。

（金龙 舒翼 文摄）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些天，经开区9棵新栽行道树
被大风吹倒

本报讯 天宁郑陆一对夫妻
感情出现危机，正在协议离婚。二
人有一个6岁的女儿，双方都想争
夺女儿的抚养权，一时争执不下。
于是，妻子黄某想了个办法，举报
丈夫朱某吸毒。民警介入调查，发
现朱某确实是瘾君子。被带到派
出所后，朱某也曝出一个“猛料”：
妻子也是瘾君子！民警再次进行
调查，检测后证实黄某尿液呈阳
性。目前，两人均被拘留，女儿暂
时由亲属照看。

4 月 30 日下午，焦溪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女子黄某举报丈夫
朱某吸毒。黄某称，丈夫长期吸
毒，她忍无可忍，打算离婚，决定
报案。她还说，丈夫马上就会到
她娘家去，希望警方赶紧来，将丈
夫抓获。

民警随即赶往女子娘家，到
达目的地后，看到一名男子就坐
在门口。民警了解到，该男子就

是朱某，随即将他带回派出所。
在派出所，民警对朱某进行了尿
检，朱某果然吸食了冰毒。经审
查，朱某今年45岁，有吸毒前科。

据交代，朱某曾经吸食过冰
毒，期间戒过，可还是复吸。黄某
之所以举报他，是想争夺 6 岁女
儿的抚养权。“朱某说，既然妻子
举报自己，他也要举报妻子，说他
妻子也是瘾君子。”民警说。

一开始，民警都还不大相信，
怀疑朱某是故意报复妻子。不料，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妻子肯定吸了
毒，是他的朋友亲眼看到的。民警
随即又将黄某带回派出所做尿检，
果然她的尿检也是呈阳性。

民警说，由于黄某没有吸毒
前科，所以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而朱某曾在社区戒毒后复
吸，将被强制戒毒两年。两人的
女儿，目前交由亲友抚养。

（莫国强 汪磊）

目前，两人均被拘留

为争女儿抚养权，妻子举报丈夫吸毒
丈夫派出所曝料，妻子也是个瘾君子

中年男子把17岁男孩强行压在床上
嫌疑人已被批捕，这是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常州办理的首个强制猥亵男性案

2016 年 4 月，在新北区
某工厂打工的 17 岁男子章
鸣（化名），独自一人在员工
宿舍房间休息。工友诸力

（化名）借故进入章鸣的房
间，将其强行压在床上，进行
猥亵。近日，常州市新北区
检察院以涉嫌强制猥亵罪对

犯罪嫌疑人诸力批准逮捕。
这是刑法修正案（九）实施
后，常州办理的首例强制猥
亵男性案。

犯罪嫌疑人诸力年近50
岁，多年前离开湖北老家，来
常州打工。早已有妻有儿，
妻子与他年纪相仿，也在常
州上班。

2016 年 3 月，诸力应聘
来该厂打工，刚到厂里 20 多
天，他盯上了体质羸弱、身材

矮小的年轻小伙章鸣。4 月
中旬的一天午饭后，诸力见章
鸣一个人在宿舍，走进章鸣的
房间和他聊天。进屋关上门
后，诸力突然冲上去一把将章
鸣压倒在床上，强行脱掉了章
鸣的长裤和内裤，尽管章鸣试
图反抗，挣扎着用脚猛踢对

方。在一阵拉扯之后，诸力还
是对章鸣进行了一轮猥亵。

被诸力猥亵后，章鸣并
没 有 呼 救 ，默 默 地 不 敢 吱
声。他告诉办案的检察官，
不 肯 出 声 是 因 为“ 觉 得 丢
脸”，怕身边的人知道这事后
没脸做人。

新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
科长韦玉茹说，在刑法修正案

（九）实施之前，我国强制猥亵
罪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女性和
儿童，其中猥亵儿童罪的年龄
上限为14周岁。对性侵害已
满 14 周岁的男性，此前刑法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的性
权利并没有救济手段，存在法
律盲点，只有造成对方身体轻
伤以上或者侵犯到对方的人

格尊严或名誉，才可能以故意
伤害罪或者侮辱罪定罪处
罚。否则，只能处以行政处
罚。

2015 年 11 月 1 日实施
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
亵罪进行了修改，设立了无
性别差别的保护模式，将强
制猥亵罪的保护对象，从女
性扩大到男性，第一次在立
法上承认了男性的性权利，

这也意味着现在强制猥亵男
性也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尽管犯罪嫌疑人诸力辩
称，他只是摸了章鸣的生殖
器，开个玩笑而已。但这种
辩解完全站不住脚。此案种
种证据均指证诸力绝非在开
玩笑，而是违背章鸣的意志，
强行控制住章鸣，实施了猥
亵行为，无可辩驳。

新检 谢瑶菲

不肯呼救，因为“怕丢人”

猥亵男性也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在创牌吃饭，30多人陆续发生腹泻入院挂水
目前，天宁区市场监管局已将涉事酒店暂时查封

本报热线86633355 昨天
下午，本地论坛一则网帖引起网
友关注：5月2日中午和晚上，不
少顾客在创牌酒店兰陵店聚餐
后，陆续发生腹痛腹泻。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人前往
医院挂水治疗。目前，天宁区市
场监管局经初步调查发现，这是
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天宁
区市场监管局已对涉事酒店暂
时查封，并将酒店的菜品送至疾
控中心做抽样检测。

昨天，一位网友发帖称，
很多顾客在常州创牌大酒店
兰陵店吃完饭后，出现腹泻
等症状，去医院挂水。

据一位在医院挂水的顾

客称，晚上回到家后，到了昨
天凌晨1点半开始腹泻，后来
赶紧到医院治疗。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
当天中午，有一档婚宴，有20

多桌，也有人吃完后出现腹
泻等症状到医院挂水。

常州晚报记者了解到，
据不完全统计，因腹泻去医
院挂水的患者有30多人。

事件：在创牌吃饭，同一天30多人发生腹泻入院挂水

昨天下午，常州晚报记
者来到创牌大酒店兰陵店。
酒店大屏幕上显示该酒店因
为“燃气管道维修，暂停营
业”。

在酒店内，常州晚报记
者找到了一名厨师长。这名
厨师长说，事情发生后，酒店

在 5 月 3 日已经组织工作人
员，包括厨师长、店长、老板
等人两次前往医院看望患
者，并且积极和对方以及医
院保持协调。

这名厨师长表示，目前
他已经配合市场监管部门，
将当天的海鲜和冷菜样品上

交，等待检测结果。这名厨
师长说，酒店老板表示如果
确实是因为酒店菜品出现问
题，导致食物中毒，酒店愿意
进行赔偿。

常州晚报记者尝试联系
酒店老板，但是电话无人接
听。

酒店：如果是酒店导致食物中毒，愿意赔偿医疗费

天宁区市场监管局食药
监相关负责人花传红告诉常
州晚报记者，昨天下午，市场
监管局接到市民的投诉后，
立即赶往医院了解情况，并
且来到创牌大酒店兰陵店进

行现场调查处理。目前，天
宁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涉事
酒店作暂时查封的处理，并
且将当天（5 月 2 日）的部分
菜品带回，交给疾控中心做
抽样检测。花传红表示，经

初步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疑
似食物中毒事件。检测结果
出来后，天宁区市场监管局
会根据检测结果，做进一步
处理。 （何一智 文摄）
报料人 周先生 报料费50元

天宁区市场监管局：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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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酒店已经暂停营业

被风吹倒的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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