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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 86633355 昨天
上午，教科院附属中学在建工地
上，工人在挖掘一地下管道时，挖
出一个土陶器，经专家初步鉴定，
这个土陶器可能是宋代韩瓶。

昨天上午，记者前往教科院
附属中学施工工地。在工人的
带领下，来到在建学校大门口
处看到工人们正在用挖掘机挖
掘一个地下水管道。

据工人介绍，在挖掘机挖土
时，他们发现在挖开的地下土层
中有个异物。“我跑下去一看，看
到土层里有一个圆形物体，已被
挖掘机碰掉一个口子。”工地现
场工程师熊先生告诉记者，他当
时立即让工人停止施工，然后在
土 层 中 轻 轻 把 这 个 物 体 挖 出
来，发现是个陶瓶，瓶子里有一
半是淤泥，淤泥上面有一些水。
工人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立
即交给了学校。李能国校长得
知情况后第一感觉这可能是韩
瓶，立即跟着工人来到施工现
场，在发现陶瓶的地方仔细搜
寻。但可惜的是，附近并没有找

到其他类似物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陶瓶出

土的地方是老312国道，附近是一
片已拆迁的民房。记者随后请教
了我市文物保护部门，据专家介
绍，从外观上看，这个出土的陶瓶
可能是宋代的韩瓶，在江南地区很
常见。韩瓶分为两种，一种用作军
用水壶或酒壶，另一种为民用。从
这个出土的韩瓶外观看，瓶颈部分
带有一小片釉，较一般的韩瓶上档
次。且这个瓶的瓶底有部分火烧
的痕迹。由此推断，这个韩瓶可能
是军用瓶。 （殷益峰 文摄）

相关链接：

韩瓶是一种流行于南宋和元
朝时期的陶瓶，韩瓶外形瘦长，是
当时军队士兵用于取水的工具，其
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军用水壶。这
些器具的发现对当时的文化、军民
的生活习性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之所以通称为

“韩瓶”，相传这种陶罐是南宋名将韩
世忠攻打金兵时，军队里的士兵用
的汲水器。

专家称，很可能是宋代韩瓶，是江南地区很常见的“古董”

教科院附中在建工地挖出古陶瓶

本报热线 86633355 男
子向某的驾照被扣满12分后，
不想参加学习考试，就找到一
名“黄牛”，让他帮忙消分，对方
表示会在几天之内就帮他处理
好。4月13日，向某开车经过
金坛西收费站时，被交警拦下，
交警一查，发现向某的驾照因
为到期未换证已经被注销了。
向某因此将面临1000元罚款，
15日拘留的处罚。

4 月 13 日 10 时 50 分许，
高速公路三大队执勤民警在
扬溧高速公路金坛西收费站，
对向某驾驶的轿车进行检查
时，发现向某无法出示驾驶

证。民警通过警务通比对发
现，向某的驾驶证状态为注
销，立即依法将车辆扣留。
经上网比对，民警发现向某于
2013 年因交通违法，驾驶证
记满了 12 分，并被扣留。由
于到期未换证，驾驶证被注
销，加之向某的驾驶证已被注
销超过两年，其驾驶资格已经
不能恢复，也就是说驾驶证已
经作废了。

向某听到民警的表述，大
呼上当了。向某说，他在2013
年因为交通违法行为比较多，
驾驶证记满了12分，被交管部
门告知要参加学习和考试。当

时他怀着侥幸心理，未报名参
加，而是通过朋友介绍的“黄
牛”帮忙处理。在给了对方
3000元钱后，“黄牛”承诺过几
天就会处理好，并告诉他“驾驶
证状态会正常的，不去车管所
重新领证也没事”。

向某因信任朋友，加之自
己不大开车，故一直未回老家，
对其驾驶证状态进行核实，也未
补证，直到这次被民警查处，才
知道自己被“黄牛”“忽悠”了。
现在，他需要参加所有驾驶科
目考试，才能取得驾驶证。而此
时，几年前朋友介绍的“黄牛”早
已不知所踪。 （焦静 何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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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17 名农民
工被拖欠近半年的 10 万工
钱，在市劳动监察部门的帮助
下如数讨回。

据了解，余某等 17 名农
民工去年 4 月份经乡友介绍
来到我市某工地做钢筋工，6
月份完工后包工头王某许诺
一个月后结算工钱并出据书
面欠条，一方面碍于情面，另

一方面为了从王某处接活做，
农民工也就没有向有关部门
反映过情况，这样王某一拖再
拖一直未兑现承诺，直到后来
打电话不接，他们在找不到包
工头王某的情况下才来到施
工所在地寻求帮助。

市劳动监察支队接访后第
一时间与该项目监管部门取得
联系，核实信息。监察人员会

同相关部门及项目施工现场经
理对来访农民工施工的项目进
行了查实确认，依据欠条统计
包工头王某尚欠这批农民工工
资10万余元。据介绍，这起因
包工头无良导致的农民工工资
拖欠案在劳动监察支队及相关
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得以妥善解
决，从接访到办结仅用 2 天时
间。 （乔万迎 殷益峰）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劳动监察快速为来常农民工讨回欠薪

本 报 热 线 86633355
近日，雕庄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
案，被盗的是一棵价值3万余元
的小叶黄杨。嫌疑人李某并不
知道这棵树的价值，仅仅是因为
路过绿化带时看到这棵树，“我
觉得这棵树特别好看，就想挖
走，种在自己公司门口。”

4 月初，在雕庄经商的李
某经过劳动东路雕庄路时，被
绿化带内一棵景观树吸引。
他觉得这棵树很好看，种在自
己公司门口十分合适。于是，

他便动起了歪脑筋。4 月 4 日
下午 5 点多，李某找来货车司
机谭某，两人带着工具将树挖
出后用车拖走，并移栽至李某
公司门口的空地上。

4月5日下午，负责该绿化
带的养护人员发现，这棵价值3
万余元的小叶黄杨被盗，立刻
到雕庄派出所报案。雕庄派出
所民警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
查工作。通过调取周边视频监
控摸排线索，办案民警迅速锁
定了嫌疑人，4月10日，将涉案

嫌疑人李某和谭某抓获。目
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莫国强 汪磊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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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热 线 86633355 4
月 16 日晚 9 点 50 分左右，溧
阳市南渡桥北新菜场旁边的
滨河北路内，一座楼房内突然
发生火灾。火灾中虽然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饲养在房
内的 2 万多只苗鸡没能逃出
来。

南渡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来，发现这座楼房共
有两层，其中位于二楼的两个
房间内火光冲天。消防队员
迅速出动两支水枪进行灭火，

经过现场勘察和搜寻，确定民
房内没有人员被困。大约半
小时左右，火势被完全扑灭。

发生火灾的共有二楼的
两个房间，房间内都堆放有大
量的木屑。消防队员用铲子
将木屑一点点地翻开，用水枪
进行冷却以防止复燃。据了
解，起火的两个房间都被设置
成了鸡仓，所以地面上堆满了
木屑。其中一间已经设置完
成，在里面孵化出了 2 万多只
苗鸡，另一间则是刚设置好，

堆了木屑但是还没有用于孵
化。

户主说，他当时就听到楼
上传出“砰”的一声响，发现是
电线起火燃烧了，很快就引燃
了木屑，火势跟着就蔓延到了
两个房间里。由于事发突然，
他 们 没 能 把 这 些 小 鸡 救 出
来。户主估计此次火灾应该
是电线老化短路引发的。目
前这起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

（邹海楠 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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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 86633355 18 日
上午，在南大街莱蒙广场上，来
自勤务站、莱蒙都会、南大街商
业、合盛诺亚（酒吧）、新世纪、百
货大楼、嘉宏世纪、泰富百货、苏
宁电器和美团外卖的员工们，共
同见证了南大街莱蒙商圈消防
勤务站揭牌。据消防部门介绍，
这是我市正式成立的首个隐患
排查、灭火救援、消防宣传一体
化社会专业消防队伍。

该消防勤务站是把原属于
商圈的 30 多家微型消防站统合
起来，建成一个覆盖全商圈的消
防力量，保护整个商圈平安。该
站设于莱蒙广场地下一层，拥有
全套的个人消防救援设备，还有
一辆电动四轮巡逻车和一辆搭
载有大功率水泵的皮卡，可以在

最短时间内赶到商圈的任何地
方处置初起火灾。

下一步，我市消防部门将在
其他有条件的商圈推广这一做
法，让更多的商家受益。

（肖轩 舒翼 文 王淳 摄）

南大街莱蒙商圈消防勤务站揭牌

南大街莱蒙的商家代表们共
同参加消防勤务站揭牌仪式

价值3万余元的景观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