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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协议”引出的房产之争
一男子包养“小三”，与其签订“爱情

协议”，称为“小三”买房，“小三”须永不
变心。可双方最后还是闹翻了。男子向原
配吐露秘密，原配遂诉至法院，以丈夫无
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索回房屋。

日前，钟楼法院对这起令人啼笑皆
非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小三”买房的证
据充分，原配诉请无据；“爱情协议”无效，
男方给“小三”的1.8万元由法院收缴。

土老板包养“小三”，签
订“爱情协议”

男子孙某家住新北区，是个包工头，
颇有些财力。2007年，经人介绍，50多岁
的他认识了30多岁的女老乡蒋某，一来
二去，2人就好上了。蒋某没有工作，也没
有住处，有时就在工地上帮着孙某烧烧饭。
2007年11月，2人签订“爱情协议”，

言明：“男方给情人买房一户……如蒋某
永不变心，房就归其所有，若另有所爱，则
归孙某所有。”还特别约定“两厢情愿，任
何人不得参与”。协议所涉的房屋位于钟
楼区，60多平方米，当时售价21万余元。
协议签下后，2人同居了多年。可这

种违背道德的非法关系注定无法
长久。去年，2人分了手。
“我心情不好，就把这事告诉老

婆了。”据孙某称，房子是蒋某哭着央
求他买的，担心她变心，所以才签了协
议，而且只签了一份，由他自己保管，
蒋某一直住在诉争房里。分手后他情
绪低落，就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认
为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应该要回来，
去年12月份手持协议书向钟楼法院
起诉情人，孙某也成了被告。

被告给原告找证人，
情人代理人指责为恶意
诉讼

孙妻李某请了律师打官司，蒋
某是被告一，孙某是被告二。

3月17日，记者在庭审现场看
到，李某和蒋某没有到场，均由其代
理人出庭，孙某到了，和蒋某的代理
人坐在一起。由于2月6日已开庭
过一次，对协议书的形成、买房的基
本情况进行了审查，此次庭审主要
围绕买房款由谁出而展开。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李某请
来证人张某出庭，称张某曾给诉
争房屋装修，装修款是丈夫孙某
所出。

张某证实其确给诉争房屋装
修，但陈述的装修费用与其书面
证言有很大出入。当法官问他是
否认识李某时，张某称：“不认识，
是孙某让我来作证的。”

李某的代理人还出示了几张
发票，称这是孙某给蒋某买家电的
证明，孙某表示认可。当法官问孙
某为何其妻子会有这些发票，孙某
称：“放在家里，是她找到的。”

对此，蒋某的代理人多次当
庭指责李某和孙某恶意串通恶意
诉讼，其目的是为夺走属于蒋某
的合法财产，法庭应予训诫。他表
示，李某的代理人和孙某所述均
歪曲事实，蒋某虽与孙某有交往，
也有金钱往来，但该房确为蒋某
所买：一来购房合同是蒋某与原
房主所签，二来房款均由蒋某所
付，有与原房主的收款收据和收
条为证，三是蒋某首付8万多元，

其余办了抵押贷款，有还贷记录
可证明。不过，孙某曾借给她1.8
万元，蒋某愿意归还。

孙某大呼冤枉，称蒋某没有工
作，哪来钱付房款，都是他给了现金
让她去付的，只有1.8万元是银行转
账。闹到这一步，“房产给不给她都
没关系，但不能否认我的功劳。”

原告要房被驳回，
1.8万元收缴法院

庭审中，三方激烈交锋，同坐
在被告席，孙某和蒋某的代理人
针锋相对，与原告李某的代理人
倒显得步调一致。
充分倾听当庭各方陈述、辩解

和了解出示的证据后，庭审查明
了基本事实：孙某因与蒋某关系
破裂，将包养“小三”并赠送房屋一
事告知妻子李某，为此李某诉至
法院，坚持讼争房屋为丈夫购买，
对此孙某予以认可，但他们提供
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倒
是蒋某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房子为

其自行购买。
对于蒋某和孙某的协议，法

庭指出，这实为房屋赠予协议，是
基于2人的婚外关系而签订，此
约定的内容违背婚姻法和公序良
俗，应属无效。

而关于孙某坚称的房子系其
出款购买的问题，因其大多无证
据，法院只认可了1.8万元。不
过，这笔钱的性质是基于蒋某与
孙某的不正当关系，是非法且违
背公序良俗的，双方都不能占有，
依法应予收缴。

法庭组织双方调解，李某的
代理人坚持要房子，但提出考虑
到蒋某跟了孙某多年，可由孙某
适当补偿，对此，蒋某的代理人不
予认可。

因调解失败，法庭当场作出
一审判决：房屋赠予协议无效，驳
回李某要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其与
孙某共有的请求，蒋某在判决生
效后 10日内将 1.8万元主动上
交到法院。
芮伟芬13961158906!李宏玉

民警巧发短信找回
市民取钱忘手机

本报讯 一市民取完钱后将手机落在了ATM机上，并
被后一位取钱的人拿走。民警随即编辑一条短信至失主手
机，最终丢失的手机被送至派出所。

3月21日下午5点，潞城派出所值班民警刘博文接到
市民徐女士的报警，称自己在潞城老街一家银行外的
ATM机上取钱，将一部vivo智能手机遗落在取款机上，
等到发现后过去找时手机已不见了。手机虽然只值2000
余元，但其中有重要的资料，徐女士非常着急，多方寻找未
果后只得报警。

刘博文立即联系银行职员调取取款机内外监控，经过
查看发现手机是被一在徐女士之后进去取钱的男子拿走
的。因ATM机监控位置问题，并不能清楚看到此人面部情
况。之前徐女士已用其他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虽还能打
通，但连续拨打10余次均无人接听。该如何帮助徐女士找
回手机呢？刘博文考虑到对方可能正在做思想斗争，为彻底
打消其疑虑，他立即用自己的手机编辑了1条短信至徐女
士的手机上：“先生你好，我们是潞城派出所民警，刚才我们
接报了一起手机丢失警情，现正在调阅有关视频资料，如果
这部手机是你碰巧捡到的话，请你立即送至潞城派出所，我
们对此非常感谢！”

10分钟后，一名男子将徐女士的手机送到了派出所。
徐女士惊喜万分，连连道谢。 !吴同品 吴兵"

检察官引新刑诉法对存疑案说“不”
涉嫌贩卖毒品为何却被无罪释放？

“我认为证明该案犯罪嫌疑
人有贩卖毒品的故意证据不足，
建议不作犯罪处理。”3月2日，
戚墅堰区公安分局的会议室里
气氛热烈，检察官和民警就马某
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展开了热
议。最后，民警认同检察官引用
新刑诉法做出的阐述，当日即对
马某作出无罪释放的决定。

这是戚区检察院提前介入
的又一起刑事案件。

该院侦查监督公诉科科长
陈劲松告诉记者，提前介入是该
院长期以来的一贯做法。“我
1995年到检察院工作时，就开
始这么操作了，凡是吃不准的案
件，公安机关立案后都会提前跟
我们通气，让我们在证据上给他
们把把关，将案件出错风险降到
最低。”虽然做法实行了多年，但

直到去年5月，戚区检察院才和
公安机关联合会签了《关于提前
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将工作以制度形式确立。

记者注意到，《办法》明确规
定了提前介入的工作原则、工作
要求、介入案件范围、介入方式
等10余项内容。比如，有组织
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和
流氓恶势力犯罪案件；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涉农惠农领域、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犯罪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
响的突发性恶性案件；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及司法解释不明确、争
议较大的新型案件等六类案件
确定为提前介入的重点。文件出
台的2014年，戚区检察院提前
介入了20%的普通刑事案件，
列出了110多条补侦意见，没

有一起案件捕后不诉、撤诉或判处
拘役、无罪，也未引起当事人上访，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兼收。

去年10月，戚区发生一起
聚众斗殴案，涉案人员大多数是
高职学校的在校生，参与人数多
达30人，其中1人被砍伤，经鉴
定已构成轻伤，2人被打成轻微
伤，公安机关事后刑拘了8人。
该案发生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
邀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该
院遂指定具有丰富办理组织犯罪
经验的检察官杨剑提前介入此
案。杨剑听取案情汇报后提出自
己的看法：聚众斗殴犯罪重点打
击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刑拘
的 8人应区别对待。从案情来
看，其中一人是组织者也积极参
与斗殴，另外两人是持械参与斗
殴并打伤他人，其余人或是在旁

“撑场面”或是斗殴行为不明显，
考虑到他们都是在校生，根据现
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议对
这 8人变更强制措施，3人移送
起诉，另外 5人根据刑法第 13
条规定不作犯罪处理，届时做好
帮教工作。最终，公安机关听取了
检察官的建议，对其中5人法制
教育后予以释放，让他们重返校
园。事后，5名学生的家长对司法
机关的处理深表谢意。

除了帮助公安机关严格把
关，审查证据材料，从源头上防止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
违反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诉讼
环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还能引
导公安机关完善收集庭审证据材
料，为出庭公诉做好准备，确保对
每个犯罪嫌疑人不枉不纵。

童华岗 王晴 杨剑

民警帮助获赔5.5万元
遭邻居殴打

本报讯 近日，市民丁阿姨的丈夫为新丰街派出所民警
韩超送上一封感谢信，感谢派出所在他们一家最困难的时
候帮了一把。

去年6月5日下午5点多，新丰街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桃园史家村有人打架。民警韩超到达现场后，发现居民丁
阿姨和儿子史某被人殴打，打人者已不在现场。据周围群众
反映，打人者为丁阿姨邻居贺某的儿子。因贺某在门口堆放
垃圾、杂物，丁阿姨说了他几句，两家起了争执。贺某便打电
话告诉儿子自己被人欺负了，贺某儿子带了2人找丁阿姨
一家算账后逃跑。经鉴定，丁阿姨所受伤为轻伤二级。当天
晚上，民警电话联系到了贺某儿子，但他不肯到派出所。警
方将此案立为寻衅滋事案。

随后，韩超组织贺某和丁阿姨进行调解，但由于赔偿金
额有分歧，未能调解成功。因贺某儿子迟迟未到案，丁阿姨
觉得民警一直拖着此事，处理不公，多次向上反映，甚至找
好了律师准备提起民事诉讼。3月9日，事情终于有了转
机，贺某儿子因赌博被其他派出所抓获。经过调解，贺某儿
子愿意赔偿丁阿姨5.5万元，丁阿姨则表示对其谅解，不再
追究其责任。

在办案中，韩超发现，丁阿姨一家生活十分困难，丁阿姨
和丈夫都是下岗工人，儿子史某一直没有工作。因为被殴打，
丁阿姨得卧床半年休养。由于史某各方面条件符合协管员要
求，派出所将其招进了辅警队伍。

!吴同品18351218505!金俊"

65岁保洁员拾金不昧
工资微薄，住在车库

本报讯“真的不需要，每个人都会这么做！”3月20
日，65岁的戚区站北社区保洁员曹书庆面对失主硬塞来的
感谢费，当场谢绝。

当天一大早，曹书庆在保洁到小区车库附近时，看到一
只蓝色钱包静静躺在地上，表面还湿漉漉的。“一定是昨晚
丢的！”曹书庆来不及打开看，就开始满小区打听失主。寻找
无果后，他急冲冲跑到居委会，请求帮忙寻找失主。社工清
点后发现，钱包里有1300元现金，还有信用卡、超市卡、健
身卡等20多张各类卡票以及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最终
通过公安，社工联系到失主，失主徐先生接到电话后，才发
现自己的钱包丢了。匆匆赶到社区的他执意感谢曹书庆，这
才出现了文中开头那一幕。

曹书庆是金坛人，在戚区站北新村做保洁员已多年，每
月收入约1200元，勉强能维持开支，至今夫妻俩还租住在
车库里。社工称，曹书庆拾金不昧次数太多，他们也记不清
这是他第几次做好事了。

!华岗13813585755!曹玉"

糊涂保安自首获谅解
代为保管钥匙，却将车占为己有

本报讯 保安发现业主电动车钥匙未拔，好心取下代
为保管，换班时将钥匙交给同事朱某，岂料，朱某对此车爱
不释手，干脆占为己有。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性，当晚便赶到派出所自首，取得了业主的谅解。近日，新
北区河海派出所民警在对朱某进行教育后释放。

3月2日傍晚，市民芮某发现早上停放在单位门外的
电动车不见了。接警民警到其单位调取了监控录像，芮某
惊讶地发现，“小偷”居然是单位的保安。没多久，这名保安
就赶到河海派出所自首，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经过。原来，当
天早晨，芮某忘记将车钥匙拔下便去上班。不久，在大门外
巡逻的白班保安发现后将车钥匙拔下，换班时把钥匙交给
了晚班保安朱某。朱某骑着芮某的电动车出去转了一圈，
爱不释手，就把电动车停在了单位附近的一个隐蔽地方，
可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沿路的监控探头记录，就在民警准备
对朱某采取措施时，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匆匆来
到派出所自首。芮某表示不再追究朱某的责任，民警根据
相关法规，对朱某进行教育后释放。

!华岗 静文"

虚开发票
小店老板被捕
本报讯 福建人薛某在武进区郑陆

镇开了家钢材门市部，生意虽然不大，但
认识的客户不少，发现很多客户需要增
值税发票后，他动起了脑筋，多次虚开发
票导致税款损失10余万元，3月19日，
薛某被武进检察院依法批捕。

薛某在做生意时，经常有客户或陌
生人向他询问是否能开增值税发票。
2012年12月，一家干燥机械公司负责
人李某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弄张发票，
薛某便联系上海虎来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某，张某提出可以开票，但需要
5.5%-5.6%的开票费用。

薛某为牟利，转口向李某提出要
8%的开票费，李某欣然答应，并按照
票面价给付薛某 2万多元开票费。此
外，薛某还以 7.5%的价格，为另一家
干燥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了 4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牟利。2013年 8月，武进区
公安局在协查上海虎来有限责任公司
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发现了薛某的行
为，由此案发。

!华岗 孙晓娟"

13岁男孩离家出走20天
白天发传单领盒饭吃，晚上睡在公园里

因没有完成寒假作业

本报讯 因为没有完成寒
假作业，暂住在武进横林镇13
岁男孩小鹏（化名）在开学报到
时离家出走，近20天来，他白天
帮人发传单，领盒饭吃，晚上睡
在附近公园里。3月19日下午，
一位好心人在无锡洛社一大型
超市门口偶然发现小鹏的身影，
及时报警后，小鹏才回了家。

小鹏今年13岁，读小学6
年级，老家在重庆。3月1日中
午，新学期报到第一天，小鹏母
亲何女士接到班主任发来的短

信，称小鹏没有完成寒假作业，
需要在学校补做。下午 5点
多，小鹏仍没有回家，母亲与班
主任联系后得知，小鹏上午补
了一会儿作业就离开了学校。
何女士觉得不对劲，四处寻找，
接连问了几个与小鹏要好的同
学，都说没看到他。
第二天，小鹏还是没回家。

着急的何女士跑到学校调取监
控录像发现，1日上午 10:45，
小鹏离开学校，朝家走去。几个
同学也证实，小鹏离校后和他们

一起玩耍，下午4点左右，同学还
把他送到了暂住小区的门口，但小
鹏说自己不想回家。何女士家小区
门口的监控显示，小鹏没有进小
区。于是，何女士报警。

在小鹏失踪的近 20天里，
何女士焦急万分，通过各种方法
寻找儿子。终于，3月19日下午
5点左右，何女士接到了一位市
民的电话，称自己在无锡洛社镇
一家超市门口发现了一个发传单
的男孩，和小鹏的体貌特征很像，
希望何女士赶去认一认。

何女士立即赶到洛社，发现男
孩就是自己的儿子。小鹏说，因为
身无分文，每天在超市门口帮人发
传单，老板看他可怜就用盒饭交
换，晚上则睡在附近的公园里。

发现小鹏的好心人不愿意透
露姓名，确认孩子就是小鹏后便
离开了现场。

母子团聚后，何女士告诉记
者，今后会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不会再简单粗暴地打骂，一定跟孩
子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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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10多分钟
6吨货物烧光
本报讯 3月18日早上5点50分许，

一辆由邹区发往苏州的物流车，途经武
进区312国道时突发大火，车上6吨货物
被烧毁，车子亦被烧成空壳，损失惨重，
所幸无人员伤亡。

接到报警的消防官兵立即到场，发
现整辆车被大火包围，浓烟滚滚，遂出动
2支泡沫水枪灭火，1小时左右火被扑
灭，但车子已被烧成空壳。随后消防员爬
进车内清理货物、扫除火点，确保安全后
才撤离现场。

据司机王某描述，他是做物流生意
的，车上装了近6吨货物，有太阳能热水
器、部分电子产品和副食品等，一大早从
邹区出发，送往苏州昆山、常熟等地，上
路开了不到20分钟，便发现驾驶室仪
表盘和轮胎处冒出火花，遂靠边停车灭
火，但火一下子大了起来，无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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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手机有定位
保住财物

女司机夜间被两男劫持

本报讯 夜间单独驾车时，女司机
张某被 2名歹徒持刀劫持，她灵机一
动，谎称手机有定位软件，保住了刚买
的高档手机等财物，歹徒匆匆下车时
仅抢走 300元现金。3月 18日，涉嫌
抢劫罪的刘某等 3人被武进检察院依
法批捕。

1月31日晚，张某驾车经过府北路
和高架路口等红灯时，突然，2个黑影快
速拉开车门钻入车内，一人持刀抵住她
脖子，一人持刀抵住她的腰。2人逼迫她
向前开，到一偏僻路段才靠边停车。就在
2人翻看张某的包时，张某突然冒出一
句“手机有定位，关不了”，2男子面面相
觑，未敢拿走这部价值不菲的 iPhone
手机。随后，张某按照他们的要求将车开
到公交站台，2男子匆匆下车。回到家，
张某发现包内只少了300元现金，其他
东西完好无损。张某报警后，2名男子和
1名同伙很快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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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休日#天空放晴#人们纷纷走进公园沐浴阳光#淹城乐园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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