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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6名城管队员被打伤
城管妻子发帖呼吁社会关注

“我不需要丈夫成为一个多伟大的
人，只希望他能安全而坚定地陪伴这个
家。”4月10日，本地网络论坛中出现了
一篇感人至深的网帖，标题为《城管队员
妻子写给大家的一封信》，文中一段这样
写道。

帖子引发网友热议，记者多方打听，
得知发帖人是天宁区城管执法大队天宁
中队中队长李春江的妻子。李春江在4
月9日的一场冲突中被小贩打伤鼻梁，
就在当天，天宁区一共发生2起队员被
打事件，6名队员受伤，出现了手指骨
折、肩膀脱臼等严重伤情。

“山芋小贩”大闹城管办

4月9日下午，在天宁街道城管中
队办公室，一个卖烤山芋的男子大吵大
闹、打人，其母躺地、撒尿。冲突中，3名
队员被咬伤，1名队员肩膀脱臼，多名队
员手部、脸部被抓伤。
冲突源于一次正常执法。9日中午，

队员在路桥市场附近巡查时，发现一25
岁左右的男子当街烤山芋叫卖，影响市
容，随即查收了男子的烤桶和部分山芋。

双方未有冲突。
没想到，下午1点15分左

右，该男子竟带着老婆和母亲来
到办公室闹事，要求归还没收的
工具。记者从队员拍摄的现场画
面中看到，其母先是往地上一坐，
随后竟脱下裤子，拿起水杯就要
往里撒尿。队员眼看失控，就把她
往办公室门外拖，谁知她干脆往
地上一躺，同时对着一名杨姓队
长的膝盖咬了一口。几名队员只
好奋力将她拉开，这时坐在一旁
的男子突然暴起，往门外跑，离开
了拍摄范围。

该男子冲到电梯口附近，对
着队长李春江的面门就是一拳，
李队长眼镜框被打碎，鼻子流
血。4月10日，记者也在中队门
口的地上看到了一大摊血迹。“这
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城管办撒泼
了，他每天卖山芋上千元，认为
城管断了他的‘财路’。”李队长
告诉记者。

记者观察李队长的面部，发
现他的鼻梁左侧有明显伤痕，手

部也有外伤。“只敢跟妻子讲，怕
父母担心。”李队长说，在城管工
作十年，被推搡、踢两脚已成家常
便饭。另一名被咬的杨队长9日
下午还特意跟队员一起到医院打
了破伤风针，“受了伤父母都不知
道，现在手臂上还有以前被打的
淤青。”杨队长说。

当街被连抽耳光

红梅中队协管员吴泾渭 30
岁，在城管工作两年。4月9日下
午，他被一冰淇淋店员当街连抽
两个耳光，对方还扬言要砍人。
“曾有还手的冲动，但我穿着城管
的制服，代表城管形象。”吴泾渭
告诉记者，虽然很委屈，但还是忍
了下来。

据了解，当天下午 1点 20
分左右，吴泾渭巡查永宁北路时，
发现一家冰淇淋店的广告牌放在
了非机动车道上，于是他找到店
里，店员答应收回，然而他巡查了
一圈回来，牌子还在原地，于是他

再次找到店员。
此时，一个男性店员说：“去

小巷子里谈谈”，一把将他从电动
车上拽下，甩手就两个耳光。记者
从一名路人拍摄的现场视频中看
到，动完手，男子指着吴泾渭的鼻
子破口大骂，扬言要拿刀砍人。吴
泾渭没有还手，只是不停地通过
无线电喊队友来支援。

随后，正在附近的王峥嵘赶
到，帮着吴泾渭一起拆广告牌。店
里另一个店员情绪失控，从后面
冲上推人。王峥嵘猝不及防，倒地
时右手小指粉碎性骨折。目前，打
人者已被派出所带走处理。

妻子写信呼吁社会关注

李队长的妻子是名普通的社
区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发帖不
为抱怨，只为让更多人理解城管
工作的艰辛与委屈。“我只是个普
通的妻子，有着一份爱丈夫的心，
我能做的也只是陪伴与坚持。”

李队长的妻子在帖子中写

道，每天上班后都非常害怕接到丈
夫单位打来的电话，因为每次接到
的几乎都是他受伤的消息。这次，她
赶到医院后，看到丈夫鼻子流血。
“我认识的他,是个温柔的丈夫，孝
顺的儿子，热心的好人，教育孩子不
要和同学打架。”然而现实生活中，
李春江因为工作，却常常遭遇言语、
肢体暴力。
“我埋怨过他的工作，也知道他

热爱这份工作，信任他的伙伴。”帖
中写道，只有社会更客观更理智地
看待城管工作，队员们的家人才能
摆脱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

天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钱滨认为，城管队伍所面临
的执法工作是复杂的，面对违章当
事人的谩骂、推搡甚至恶意伤害行
为，每一位在一线执法的同事都任
劳任怨，表现一直克制冷静，他们的
身体和精神上均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城市管理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希望社会对城管工作多一份包容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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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斤面粉兑没兑？
消协巧“断案”，双方心服口服
本报讯 消费者拿着兑换卡到面粉店，可店家说已兑

过了，不给兑。双方争执不下，日前，经金坛市消协机智“断
案”，消费者成功兑换了60斤面粉。

2011年10月，许某在金坛西岗某面粉兑换店预交了
250斤小麦，可兑换170斤面粉，该店出具了《面粉兑换凭
证》，至去年8月，尚有60斤面粉可兑换。

今年2月17日，许某前往兑换剩余的面粉，却被告知
已兑过了。店家称，去年中秋节期间，许某说凭证丢失，要求
将剩余的面粉全部兑完，他们查证存根后给予了兑换，并要
求许某若找着凭证就自行销毁。大家乡里乡亲的，他们也未
要求许某签字。
“去年8月至今，我这是第一次踏上你家的店门。”许

某觉得受到侮辱，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纠纷始终无法化解，许某遂向金坛市消协投诉。消协工

作人员随后前往面粉店，根据许某提供的凭证客户联进行
查找，最终在存根账册中找到了与客户联相一致的存根联，
确实还有60斤面粉可兑换，存根联中没有任何关于那次
异议兑换的记号或记录。
“我们发现，每本装订成册的存根联都存在缺页现象，只

要消费者兑换完毕，经营者就会立即销毁相应存根。但是，许
某的兑换存根保存完好，可见店家口口声声说记得兑换完毕
的说辞很难站住脚。”消协人员说出理由后，经营者也认可了
该凭证的效力，同意给许某兑换剩余的60斤面粉。
金坛消协表示，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应引以为戒。经营者

向消费者出具的凭证或单据是一份买卖契约，双方都应重
视并妥善保存，期间分次提取标的物时应当在双方凭据上
同时进行一致的记录，可视为合同的补充部分。遇凭证丢
失等情形，双方应协商一致后在原契约基础上进行说明或
者终止原合同后重新出具凭证，也可出具双方一致认可的
收条或领条。经营者作为格式条款的制定方，更应重视每次
交易行为中的签字确认。 !庄奕13861028908!肖谐"

宁杭高铁溧阳站沿线成垃圾带？
重视民意，该市即将大力整治

2013年7月1日，随着宁
杭高铁正式通车，溧阳结束了
百年不通火车的历史。如今，溧
阳站每日来往旅客众多，已成
为这座江南小城对外展示的重
要窗口。不过，3月下旬，溧阳
网友陆续在当地网站论坛发帖
吐槽，称溧阳境内少数铁路沿
线环境脏乱差，让人大跌眼镜。
真相到底如何？4月10日，记
者专程赴溧阳展开调查。

网友吐槽：高
铁沿线景观难堪
3月25日、3月26日，网

友“唐驳唬”、“平陵一哥”在当
地论坛发帖，呼吁溧阳市城管
局、溧阳市环保局、溧阳燕山新
区管委会等单位重视溧阳铁路
沿线环境治理。
“唐驳唬”称，溧阳通火车

后，铁路出行成了他的最佳选
择，然而溧阳铁路沿线环境“只
能用一个‘差’字来形容”，直指
燕山新区段存在不少废品收购
站和垃圾场，“风景”让人大跌
眼镜。“平陵一哥”则是借踏青

的机会，领略了一下宁杭高铁
沿线的风光，结果让他颇感失
望：在溧阳站以西约3公里的地
方，高架铁路南侧出现一条壮观
的垃圾带，“垃圾都倒在高铁高
架道路旁”，他略带调侃地称，火
车上的旅客看到的不是全国卫
生城市而是一座“垃圾城”。

记者走访：渣
土垃圾棚屋成堆
4月10日上午，记者首先

来到溧阳站所在的燕城大道，
并以溧阳站为起点向西走访。
在燕城大道与锦绣路路口，记
者通过涵洞来到铁路线南侧，
一眼就看到一座渣土山“矗立”
在宽阔的马路上，几乎占据了
二分之一路面，而此处离铁轨
不到百米。再往南，是一条与铁
轨平行的小路，这条小路与铁
轨间的大片田地里，星星点点
散布着约 20个低矮棚屋，有
些用来堆放农具，有些则类似
废品收购点，情况确如“唐驳
唬”所描述。

在燕城大道与燕山南路路

口，记者通过涵洞来到铁路线南
侧，这里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也能
看到一些棚屋和随意堆放的建筑
材料。在天目湖大道与燕城大道
路口附近，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
穿过铁路高架桥向南而去，此处
正是“平陵一哥”拍摄的“垃圾路”
所在地。从高架桥下开始，一堆堆
建筑装潢垃圾向南延伸近百米，
再往南不远处有一片空地，上面
的垃圾更多，而这片方圆几十亩
的土地视线开阔，垃圾堆一览无
遗。附近保洁员告诉记者，垃圾乱
堆放应该有段时间了，具体归谁
清运她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溧阳站周边铁
路线北侧都是正在开发建设的工
地或美观漂亮的绿化带，南侧景
致与之相比实为冰火两重天。

政府表态：仍在
调查即将整治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溧阳市燕

山新区管委会。管委会芮主任对此
相当重视，立即记下了记者反映的
情况，并让溧阳市燕山新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

采访。在这位负责人的协调下，溧
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新区中队
的冯队长接受了采访。

冯队长称，溧阳站铁路南侧
乱象之前就曾接到过举报，他们
也介入调查过，不过按照目前的
职能划分，新区中队只负责铁路
线北侧的管理。他说，南侧的一些
棚屋大部分都不住人，而是堆放
农具、农肥，当地虽处溧城镇，但
很多居民还有种地的习惯，因家
离农田较远，每日背着农具、肥料
往来多有不便，因此一些居民才
在田间地头搭建棚屋。至于天目
湖大道以东的那片垃圾场，由于
地处天目湖中队、燕山中队与新
区中队的交界处，具体情况需进
一步核实后才能告知。冯队长记
下了记者的手机号码，但直到昨
天发稿时，记者仍未得到回复。

不过，采访当日，记者从燕山
新区、溧阳市委相关工作人员处
获悉，溧阳市城市长效综合管理
指挥部已将宁杭铁路溧阳沿线环
境整治纳入今年重点工作，高铁
沿线生态环境将有良好预期。

本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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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二胎补贴诈骗
本报讯 4月10日中午12点多，市民张先生向朝阳

桥派出所报警，称其朋友刚生二胎，就遇到了电话诈骗，被
骗了1000多元。

原来，当天中午11点多，张先生的朋友韩先生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声称，现在有二胎生育补贴的政策，可以领取
补贴。联想到自己确实有二胎，韩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之后，
对方称只要将韩先生的银行卡和自己的银行账户绑定，就
可以将补贴转给韩先生。于是，韩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到
ATM机进行绑定操作，然而操作完成后，他发现原来自己
是在给对方汇款，这才意识到被骗。

!吴同品18351218505!蒋妍红"

轻信同伙“走关系”
男子被坑10余万
本报讯 得知自己和同事都因盗窃被上网追逃后，头

脑活络的王某竟打起了同事的小算盘，以帮其疏通关系为
由骗取了15万余元。记者上周从武进法院获悉，王某因盗
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
罚金3万元。

王某和蒋某本是常州某钢铁企业职工，两人因涉嫌共
同盗窃该公司财物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2012年10月，王
某从父亲处得知自己被上网追逃后，非但没有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反倒动起了蒋某的歪脑筋。

当年11月中旬的一天，王某辗转联系到蒋某，声称自
己有人脉可以疏通关系，逃避网上追捕。起初，蒋某并不相信
有这样的“好事”，但禁不住王某“苦口婆心”地劝说，蒋某最
终放下了戒备。之后，王某以帮助蒋某疏通关系、洗脱罪名需
要花钱为由，在之后的5个月里，先后9次从蒋某处骗得15
万余元。钱到手后，王某一方面用于自己挥霍，另一方面频繁
地与一位张姓男子联系，请他为自己疏通关系。庭审过程中，
王某称自己先后给了张某10余万元，但是张某拿到钱后就
开始不接自己的电话，他的“诚意金”也都打了水漂。

事发后，越想越不对劲的蒋某终于反应过来被骗了
并报警。2013年5月，王某在老家的一间网吧被当地警
方抓获。 !小波 庄园 吴旭东"

气表装反串户 调解平息纠纷
本报讯 家中基本不用燃

气，却产生了1000多元的燃气
费，市民王女士细究原因，才知
道是燃气公司装错了气表，导致
自己为邻居买了单。日前，经工
商部门调解，燃气公司退回了多
收的近200立方米的燃气费。

今年年初，溧阳市民王女士
发现母亲的老房子产生了1000

多元的燃气费。王女士觉得奇
怪，母亲很少住在老房里，肯定
是漏气了，于是请维修师傅上门
查看，却意外得知 2013年 6
月，小区统一安装燃气表时，安
装工疏忽大意，将楼上楼下两户
的燃气表给装反了，即楼下人家
一年多基本是免费用气。王女士
找燃气公司理论，燃气公司表示

同意退还2014年3月到年底的
费用，2013年 6月到 2014年 2
月期间的费用暂时无法结算，能否
退还也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王女士随即向12315投诉。
工商人员介入调查，发现王女士
投诉情况基本属实。后来，燃气公
调整了两户的燃气表，同时将多
收的近 200立方米的燃气费退

还到王女士母亲的户号上，王女
士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部门提醒市民，市民一
般都选择银行代扣水电气使用
费，最好养成核对代扣清单的习
惯，若发现使用量和扣款额不成
正比，应及时到银行和水电气公
司核对，以免遭受损失。

!庄奕 肖宝"

直接到派出所投案

刑释人员又捅伤人，惶恐
不安中给父母上坟后———

本报讯 张某 2013年才刑满释
放，去年年底，他在酒吧因纠纷与人争
执，竟用水果刀捅伤对方。虽然逃回了老
家，张某仍惶恐不安，过完年后给父母上
了坟便直接到常州投案。4月9日，张某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武进区检察院依法
批捕。

去年 12月 3日晚，市民徐某等人
来到湖塘一酒吧玩，见舞池里有认识的
女孩小红，徐某便挤到她身旁搭讪。这
一幕被和小红一起来的朋友李某瞥到，
李某立即上前撞了徐某一下，踩了徐某
一脚，徐某甩手给了他一巴掌。双方扭
打在一起后，很快被酒吧保安拉开。但
在扭打过程中，李某兄弟张某拿出刀乱
舞，徐某当时并未在意，过了会儿才觉
得腹部火辣辣地疼，摸了下，满手鲜
血。经鉴定，徐某所受之伤已构成重
伤。张某落网后交代，当时为了吓唬徐
某一方才拿着水果刀挥舞，捅到人后，
他立即跑回住处，并于次日跑回老家。
不过，之前他才因故意伤害罪刑满释
放，回老家后虽然把手机、电话卡、
QQ、微信全部停用，还是整日惶恐不
安。过完年给父母上了坟后，他就直奔
常州来投案。

!华岗 孙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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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师骗了
“新父母”2万元

网购新生儿家庭信息

本报讯 网购新生儿家庭信息后，理发师以“领取新生
儿补贴”为由，诈骗新生儿父母钱财。日前，因犯诈骗罪，理
发师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
万元。

陈某在老家从事美发工作。去年8月的一次家庭聚会
上，陈某从亲戚处得知，网上可以买到新生儿的家庭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巧妙”地骗到孩子父母的钱。想到家中
一摞催费单和3个等着供养的幼儿，陈某心动了。

去年9月上旬，他通过网络从一位张姓男子处购得常
州市新生儿家庭信息资料，该资料中包括家庭住址、父母联
系方式、新生儿出生医院等详细信息。资料一到手，陈某便
开始了“撒网式钓鱼”。电话中，陈某自称是防疫站或财政局
人员，谎称新生儿家庭可以领取补贴。因为陈某提供的各项
信息都准确真实，一些“新晋父母”便没有怀疑。在获取家长
信任后，陈某提出领取补贴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的，要
求对方提供有效账号。在获得账号后，陈某又以需要核实款
项是否到账为由，电话指导新生儿家长在ATM机上进行
转账操作，让家长输入所谓的验证码，实际上是输入转账金
额，将家长卡中的钱转到他自己的卡上。运用这种手段，陈
某在10天之内连续作案2起，共骗得2万余元。

!小波 庄园 周运"

盗窃新手
遇上网络骗子

三次开锁都扳断钥匙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武进警方获
悉，鸣凰派出所成功侦破一起系列入室
盗窃案，嫌疑人金某、徐某被抓获。令办
案民警啼笑皆非的是，两人一直抱怨网
购的开锁工具太不靠谱。

最近，鸣凰发生了几起入室盗窃案，
通过现场勘查，民警发现，案件有一个共
同特点：几个受害人家的大门都有被撬
动的痕迹，可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从大门
进入，反而是钻窗入室。这是怎么回事
呢？警方在抓获犯罪嫌疑人金某和徐某
后，才得知了原委。

原来，两人都有前科，曾因抢劫、抢
夺罪服刑，并在狱中相识，出狱后，两人
于今年3月开始结伙实施盗窃。因为是
盗窃新手，金某提议到网上购买专业开
锁工具，由徐某负责踩点，他来开锁。“我
觉得开锁工具很不靠谱，还没有我们爬
窗入室成功率高。”犯罪嫌疑人徐某交
代，“三次钥匙插进去，都没有把门打开，
反而把钥匙扳断了。”

他们的开锁工具是金某网购的，为
试验真假，他先买了一套，在自己租住的
屋子里试了一下，发现真的可以打开，便
一口气订了3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开锁工具一进入实战就不行了，三次
钥匙都断在里面了。于是，他又问卖锁者
咋回事，对方让他再花150元换另一种
开锁工具，结果又被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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