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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堰非法挖山取土
国土介入调查

10余车土疑被运往他处做绿化土
4月16日傍晚，武进区雪堰镇雅浦

村一村民老陈向记者反映，在雅浦村春
晖乳业奶牛场所在的小山上，有人公然
开着挖机上山，挖出了一个20多立方
米的大坑，肥沃的山土被小卡车运往他
处。“这几年镇里一直在大力宣传，山地、
林地都是国家资源，要保护不能擅自挖
掘、运走。”目睹此景后，老陈立即报警，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晚，该镇交管所一
工作人员宋某就找到他，言辞中有恐吓
之意。4月17日上午，老陈致电记者称，
16日挖的坑已被填，但山路坡面的山地
又被挖去一块。

当天上午10点50分，记者赶到事
发地、当地俗称“后背山”的那条山路，老
陈已经早早等在路口。他告诉记者，4月
16日下午3点多，他开车经过这条山
路，到奶牛场南百米处时，看到一台挖机
正在山凹的一个平台上挖土作业，因为
镇、村近年来反复宣传保护山林人人有
责，老陈当即报警，并下车到现场拍下图
片。他注意到，挖机手是本村人，一直为
村民宋某干活。民警到场后，偷挖山土的
行为被制止，老陈随后也回了家。

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当晚，在雪
堰镇交管所工作的宋某就找上门来。
“（宋某）有恐吓我的意思，还当场表示

‘还要挖’，我也懒得理他。”老陈
说，他本以为公安介入后，宋某
会有所收敛，“还要挖”只是句气
话，没想到，4月 17日上午，他
再次到现场时，发现平台下的路
基边竟真的又被挖去一长条山
土（如图），而 16日挖的坑已经
被山土覆盖，但并未完全恢复原
样。记者赶到时，刚好有一辆无
锡牌照的挂车来到现场，挂车司
机将停在一边的挖机开上车厢
后驶离。山凹的平台南侧有一个
长方形的取土坑，里面填了土，但
距离平台仍有几十厘米的落差。
平台下的路基坡面一侧被挖出一
个十多米长的缺口，挖去的山土
量未知。

随后，记者来到市国土资源
局雪堰中心国土资源所，该所何
小平所长看了记者拍摄的照片
后有些震惊，在他的记忆中，近
两三年来还没有上山动用挖机
大量取土的。何小平说，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农村建房较
多，当时非法取土较为常见，但
近年来农村自建房越来越少，且
政府对保护耕地、保护林地的宣

传力度大增，武进区还专门成立
了两违办，村民保护山地的意识
很强，国土工作人员巡查中发现
的一般也是较轻微的取土行为，
比如取点花台土等等，现场就可
以责令整改恢复原状。当天中
午，何小平就派工作人员和记者

一起赶到现场调查取证，随后，
国土执法人员通过雅浦村委向
村民宋某下发了《责令停止土地
违法行为通知书》。

在雪堰交管所，记者看到宋
某的工作职责为运管工作。

当着该所负责人的面，宋某

解释，奶牛场的那条山
路出于山林防火需要，
去年对沿路树木进行
了清理，当时是他儿子
安排挖机去弄的。山凹
里的那个平台以前常
有汽车上去，怕引起山
火，所以想取点土把通
往平台的坡道挡住，顺
便把平台南侧的小坑
填掉，宋某称，这个小
坑是别人挖的。在挖机
手干活时，有人找到挖
机手说花台里要弄点
绿化土，当时就给了他
点土，“这也是人之常
情”。记者问是谁要的
土，宋某称是一家银鱼
养殖基地，要了 10来
车土，每车大概 1个多

立方米。他说，之所以去挖土填坑，
是因为这本身就是雪堰镇农林站去
年剩下的活，最近才收尾，这个活去
年就是他儿子干的。

目前，雪堰中心国土资源所对
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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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两男子
用亚硝酸盐毒倒4人

一个岗位被替，一个老婆被人搭肩膀

一家电子工厂内，接连发
生3起亚硝酸盐中毒事件，一
对夫妇和一对父女先后被毒
倒。是食堂供应的饭菜所致，
还是有人蓄意投毒？若投毒，
谁又会对不到 1岁的小女孩
下毒手？

事发蹊跷！工人接连中毒
去年 9月 29日 7时 20

分，在常州某电子厂打工的张
平像往常一样，拎着手抓饼来
到车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并顺手拿起了桌上的水杯，里
面有隔天的剩水，张平喝了一
口，感觉水很咸，立即吐了出
来。半个小时后，他开始犯晕，
口唇发紫，随即昏倒。经抢救，
张平逐渐恢复了意识，医生诊
断为亚硝酸盐中毒。

这已是该厂第二次发生亚
硝酸盐中毒事件了。第一次是
当年 3月 18日下午 6点，因
为要加晚班，50多岁的蒋为强
夫妇早早地在食堂打了饭菜，
放在蒸炉里热了吃。两人当时
都感到饭菜太咸了，吃得不多。
没想到，半个小时后，工友发现
夫妇俩嘴唇发黑，不停地流汗，
瘫软在地。所幸送医及时，两人
均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诊断
为亚硝酸盐中毒。

这起事件发生后，老板陈
某以为是食堂的饭菜出了问
题，没敢声张，只是加强了食品

安全管理。但再次出现的中毒
事件，让陈某决定报警，武进礼
嘉派出所随即展开调查。

水中藏毒？黑手显露踪迹
警方发现，两次的中毒者

都称，自己在厂里与他人并无
过节，但都反映了所吃食物或
水“很咸”的细节。

警方一方面让中毒者继续
回忆是否有利益冲突者，另一
方面从车间监控录像着手，查
找可疑踪迹。很快，民警在张平
中毒前一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
个可疑身影。经辨认，此人是员
工王军。

监控显示：去年9月28日
下午6时13分，车间里只剩下
王军夫妇，王军趁妻子忙碌时，
在张平的桌前停留了片刻，“手
有一个洒水的动作，说明这只
手曾接触过杯中的水。”民警立
即传唤王军，但王军已于9月
29日一早回了苏北老家。

10月5日，张平突然接到
王军侄子的电话，对方提出愿
意赔偿医药费和各项损失。两
天后，王军又亲自打电话给张
平，表示愿意赔偿。警方基本确
定，王军是犯罪嫌疑人，遂对其
上网追逃。

就在此时，张平又向警方反
映，当年5月，他的女儿也疑似
中毒，本以为是吃了咸菜所致，
现在想来，可能是王军所为。原

来，厂里有开水供应，张平下班回
家，都会接一桶热水回去，“那次打
的水有点咸，小孩喝奶也是用那桶
热水冲的，喝了没多久，就全身发
紫，医生说是中毒了。”

10月7日，在事发车间的一
台机器下面，有人发现了装有白
色晶体状物品的瓶子，经检测，瓶
子里装的正是亚硝酸盐。10月
17日，警方在王军老家将其抓
获。对在张平水杯中投放亚硝酸
盐的犯罪事实，王军供认不讳。

拉仇恨投毒 险危及女婴性命
据王军交代，2014年 3月，

员工排队领工资单时，他看见张
平把双手搭在他妻子的肩膀上，
有说有笑的，瞬间醋意大发。从此，
他将张平视为眼中钉，想起自己
做卤菜生意时还存有一些亚硝酸
盐，决定教训一下张平。但有关张
平女儿和蒋为强夫妇中毒的事，
王军坚称自己不知情，并说工友
杨立曾向他要过一些亚硝酸盐。

10月18日，犯罪嫌疑人杨
立被抓获。

33岁的杨立是江苏宿迁人，
2013年底，他以辞职威胁老板加
工资，可老板却真找了个人替换
了他，找的人正是蒋为强。随后，
杨立被调去做了清洁员，工资少
了许多，他为此忿忿不平，认为是
蒋为强抢了他的饭碗，起了报复
之心。2014年初，杨立与王军一
起喝酒时，道出心声，王军随后给

了他一些亚硝酸盐，杨立找机会
将亚硝酸盐放入蒋为强夫妇蒸饭
的盒子，导致两人中毒。

报复阴谋得逞且没被揭穿，
让杨立异常兴奋。为了表示感谢，
也为了让王军能守住这个秘密，
得知王军与张平有“过节”后，决
定帮他教训一下张平，导致张平
不满一岁的女儿中毒。

因为张平没把这事往深处
想，也没声张，见张平安然无事，
王军竟又亲自下手。

涉案两人均受法律严惩
据了解，食入0.3-0.5克亚

硝酸盐即可中毒，3克便能死亡。
亚硝酸盐中毒发病急，潜伏期仅
0.5-3小时，中毒的症状是：由于
组织缺氧引起口舌、全身紫绀，头
晕乏力、心跳加速或呼吸困难、恶
心腹痛腹泻，严重者昏迷，可因呼
吸衰竭死亡。

此案中，受害人摄入量并不
多，为何仍出现严重反应呢？医生
介绍，医学上有一种服药叫舌下
含服，因为舌下的血管很丰富，吸
收比较快。一旦出现类似亚硝酸
盐中毒症状，应立即清水漱口，尽
快就医。

经法医鉴定，4名受害人均
已构成轻伤二级。日前，杨立、王
军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伤
害罪，被武进法院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5年2个月和3年9个月。
小波13337898169!武公宣 武法宣

男子勇救落水一家人
本报讯 一辆五菱面包车突然轰鸣着冲进内湖中，湖边

的一个小伙子目睹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10分钟内就将车
内4人全部救出，这是近日出现在新北区电子产业园的惊
险一幕。

龙虎塘派出所民警说，事情发生在4月8日，民警赶
到现场时，只看到获救的一家人，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已不知
去向。民警随即走访周边群众，路边两名绿化工人看到了当
时的情况，原来，一男子开着一辆五菱面包车带着家人到产
业园里的湖泊边游玩，估计是错把油门当刹车，车子直接冲
进湖中央。恰巧附近永祺车业一男员工在湖边洗车，听见
“救命”的呼喊后，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紧急救援，先是将
年幼的宝宝托举到岸上，然后用绳子将其中一名女子拉上
岸。短短10分钟，车上一家4口全部获救，那名小伙子却
像无事般继续擦车。当晚18点15分左右，落水汽车被顺
利打捞上岸。经查证，救人男子是永祺车业38岁的职工陈
义超。 !华岗 尤巧珍 静文"

三人因假冒注册商标获刑
网络售卖“山寨”皮包

本报讯 2013年3月至6月间，王某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在自己开办的厂内生产皮包，并在包上使用他人
商标，将皮包销售给张某，非法经营数额达80万元，张某、凌
某再通过淘宝售卖。日前，王某、张某、凌某3人均被判刑。

王某是皮具厂业主，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皮包上使
用与“OCHIRLY”、“FIVEPLUS”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2013年3月至6月间，张某明知王某生产的是假包，仍多
次通过电话向王某订购钱包、手提包，支付货款80万元。
在收到货后，张某和其妻凌某开了4家淘宝网络店铺进
行售卖，每只包价格168元至238元不等。在此期间，张
某负责进货、定价、打包发货，凌某和另 2位雇工从事网
络销售客服。至2013年7月案发时，张某、凌某通过4家
淘宝网络店铺已销售假包16只，在其住处查获尚未销售
的假冒“OCHIRLY”注册商标的各型号皮包 1967只，假
冒“FIVEPLUS”注册商标的各型号皮包 311只，根据淘
宝网络店铺对各型号皮包的标价计算，这些货物价值共计
472694元。

近日，王某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罚金50万元；张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罚金18
万元；凌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罚金15万元。!华岗 张曦文"

砍伤城管 鱼贩被诉
本报讯 一名鱼贩因未获得安置的店面，便拒绝收回其

占道经营物品，并在争执中持刀将一名城管队员砍伤。近
日，该鱼贩被移送至金坛检察院审查起诉。
鱼贩朱某，一直在当地一小学附近摆摊做生意。去年7

月，当他得知城管局为优化该小学周边市容，准备将附近店
面疏导安置别处时，立即租了一店面，想让城管安排其新菜
市场店面。但由于他不符合条件，没有获得安排。

去年8月19日早上5点多，朱某将店里的盆搬至门
口，养上鱼开始做生意。当天6点，金坛城管执法大队队
员巡查时，发现朱某店外出摊，遂劝他不要占道经营，把
摊位收回去。但朱某称，只要店面问题解决好，他就不在
这里摆摊，同时，右手拿着刀胡乱挥舞。城管队员见此，上
前试图将刀夺下，在争执中，朱某将一位城管队员的手指和
手臂砍伤。 !吴同品18351218505!孙忠玲 张纯阳"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大前门冒充中华 两烟店损
失40余万元》续

本报讯 2月17日，本报《大前门冒充中华 两烟店损
失40余万元》报道了武进和市区2家烟店，被人用大前门
冒充中华香烟骗走40余万元的新闻。4月9日，犯罪嫌疑
人张某和刘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武进区检察院依法批捕。

张某、刘某落网后交代，两人是安徽老乡，在常州专门
负责给烟店送私烟，为了多赚点，两人便商量着掺假。常送
货的张某发现，市区一家烟店和牛塘一家烟店交易时，老板
不会严格验货，遂决定在春节前最后一次送货时以假乱
真，搞一票回家过年。随后，张某到泰州收来大前门香烟，
刘某负责联系烟店老板确定货物数量。两人将买来的400
条硬装大前门和500条软装大前门在仓库内分装好后，立
即与烟店老板联系并交货。2位老板基于信任，以及害怕
被烟草局发现，直接交付现金而未及时验货，致使两人阴
谋得逞。此后，刘某拿到张某给的10万元劳务费后离开常
州，张某将剩下的钱用于归还债务与赌博，被抓时仅剩11
万元。 !华岗 孙晓娟"

营运竞标失败
纠集朋友砸车

本报讯 刚承包一条客运线路没几天，王师傅的大客
车就被十几个人逼停在路边，车窗玻璃被砸碎，乘客也全部
被迫下车。近日，雕庄派出所民警将涉案的12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获。

去年7月，在该运输线路的竞标中，前任承运司机张某
竞标失败，王师傅得到了营运权。不甘心的张某恼羞成怒，
多次阻挠王师傅的生意。“去年9月开始，张某就打过几次
电话来威胁我。我以为他嘴上说说罢了，没在意。”王师傅
说，没想到，去年国庆小长假时，张某真的喊来一众朋友找
茬。最终，乘客们被迫换乘其他大巴车返乡，王师傅的经济
损失超过7000元。由于影响恶劣，案发后，雕庄派出所民警
通过近半年的排查，将12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捉拿归案。

据最后归案的嫌疑人白某交代，当天，他不过是想帮朋
友张某撑撑场面，没想到触犯了法律。目前，张某等12人
都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吴同品 高雪峰"

沿落水管从5楼
爬下摔成重伤

忘带钥匙，5旬男子太莽撞

本报讯 回家忘带钥匙，51岁的
王某自恃身体好，竟从 5楼沿落水管
往下爬，想爬到自家所在的 3楼，结果
到 4楼时，手一软，从空中摔落，差点
没了命。目前，王某仍在武进医院南院
抢救。

王某是安徽人，在武进区横林镇一
工厂打工，住在工厂宿舍3楼。4月12
日早晨7时许，他外出回家，发现钥匙落
在了屋里。他嫌撬门太烦，竟决定借道5
楼的工友家沿落水管往下爬。工友劝他
不要冒险，他觉得自己身体好，不顾劝
阻，从5楼的窗户爬上落水管慢慢往下
蹭。毕竟年纪大了，滑到4楼后，他觉得
手上酸软，腿上也越来越没力，手一松摔
到地上。

见其坠落，工友赶紧跑下来，只见他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家谁也不敢动他，
立即打了120。很快，王某被送到武进医
院南院，经查，其胸部、腹部、腰部多处受
伤，双下肢活动受限，入院时已因失血过
多而休克，需立即手术。术中发现，其腹
部闭合性损伤、肠系膜破裂、肺挫伤、腰
椎及肋骨骨折，手术进行了8个多小时，
王某终于捡回一条命。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郑琦涵提醒，高
空坠落后产生的伤害主要是脊椎损伤、
内脏损伤和骨折，市民千万不要在没有
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爬高，一旦发现有人
摔落，切勿移动伤者，应尽快通知 120，
以免二次损伤。

!芮伟芬13961158906!周洁"

楼房失火
九旬妪身亡
本报讯 4月13日早晨5点，武进

区湟里镇西墅村庄桥组一楼房意外失
火，导致一位92岁老太被烧死，火灾原
因是：点燃的蜡烛倒下引起蚊帐着火而
引发大火。

据当地村民反映，不幸在火灾中遇
难的老太姓符，今年92岁，老伴薛大爷
已在4年前去世。老夫妻俩育有二女，
大女儿今年也已71岁，小女儿嫁在东
安。符老太和大女儿一起居住在此，老太
住一楼。

当天早上5点多钟，老人起床时，用
蜡烛照明，点燃的蜡烛可能没摆稳，不知
怎的倒向旁边的蚊帐，引起蚊帐着火。当
时老人急了，大喊救火，住在二楼的大女
儿听到后，赶紧下楼，但见老娘住的房间
已经浓烟滚滚、火花直窜，她赶紧跑到邻
居家喊人救火，待众村民赶来救人救火
时，发现老人已身亡。

家人分析，老人患老年性慢性支气
管炎，可能是被烟呛死的。

!小波 夏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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