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沪宁杭

!"#$ !"#$$%&'()*+,-./01234567,8

! ! !"#$%&&'()*+,-./012&34567

89:&'*+;-<;=;>9?@A0BC56D%&

&'EF)G*+B()*+HIJK>LM0 >NOPQ

RSTUSTVD%&,-W*+XYZ[\]1^_P`S

TUabc`de'B:f*de'ghEijklmST

nopqrstunoEF)G*+3vP:wEix yz

{|kT6}~��D%&;-W*+XYZ[���d��

��Z� "#$ � % �� &'$P���(""$(%)*�x

)'%& �&'stunoEF)G*+ST��+���

��,�%��z�&&'��D*ab�9�f* - ����

)�noU ¡¢£¤tu` %".& ¥�¦��l�-�§+¨n

oU *+©ª«¬s6 %( ®¯�.� STU°F�ST

U±²z/O>³´�µ´¨¶·´5¸¹&�º/<»�¼

>½¾��¿

!"#$%&'(%)*+,

- ! ./012-34

56 789 :;< =>

% ÀÁ' ÂÃ Ä

) ÀÁ' ÅÆÇ Ä

- ÀÁ' ÈÉÂ Ä

<?$%@ABCDEF

§+

§+

§+

GHIJ

)ÊËÌ

9Í¤)

9Í¤)

KLMNOP

ÎÏÐe'ÑÒÐ %%/%'%

¥ÓÔ ./Õ /"')

Ö×Ø� &**�

QRST <?2UV"W#

s; s;

s; s;

s; s;

. ÀÁ' ÙÚÛ Ä §+ 9Í¤)ÜÝØÞ %%/ß /)'% s; s;

& ÀÁ' à©á Ä Ö×Z� "'(� %'%â s; s; §+ 9Í¤)

" ã�' äå5 Ä æçè ))"� s; s; §+ 9Í¤)

0 ! !"CD%&&'EF)G*+éê./0VC&345

6789:&'*+;-<;=;>9?@A0BC56D

%&&'EF)G*+B()*+HIJK>LM0 >N

OPQR�USTVD%&;-W*+XYZ[\]_9P`

STUabc`de'B:f*de'ghEijPlmn

opëìEF)G*+STghP:wEi¿yz{|PT6

}~��D%&;-W*+XYZ[���d�í��Z�

"'$ � % �� &'$P��í(""$(%)*�¿

)'%& �&'ZîïltunoEF)G*+ST��

1�����,í%V�z�&&'aðñ���P9�f*ñ�

���)VnoU ¡¢£¤tu` -)*' ¥�¦��l�-V§

+P� & ��§+òóôKõ�.VSTU°F�STU±²

z/O>³´V µ´¨¶·´5¸�ö÷Uø��ù -& ú

û��&Vº/<»�¼>½¾��¿

X"Y$%Z'[%\]+^

- ! ./012-34

!%&$!9#$$%&'(:;<=*+,-./01234567,8

56 7+9 :;< =>

% ÀÁ' Ê© Ä

) ÀÁ' üýþ Ä

- ÀÁ' ÿ!" #

* ÀÁ' $%& '

%' ÀÁ' äÃ( Ä

%% ÀÁ' �) Ä

K_MNOP

*U+Þ, ./- /)'%

Ø./0 *1ßö¥ )')â

23+Þ %'*14ö¥ %'%â

5Á�,� (/Õ /)')

6789 %(1 )')â

Ö×+Þ: ./Õ /-'-

%( ã�' äÝ ' ;<+Þ %(-14ö¥ "')â

%* ã�' =>? # ã�'@AB &/-�

)' ã�' CD Ä EnF -)/)�

)% ã�' GH Ä 89+Þ %.' - )'%

)) IJK LMN ' *+O' .%1-ö¥ &'%

)- ÀÁ' PQ+ Ä *U+Þ: *%/ß /-')

). ÀÁ' C!R Ä :ST ($�

)& ã�' UVW ' ;<+Þ %&'/ß /-'-

)" ã�' XYÇ Ä Z[è --/&�

)$ ã�' \]^ Ä æ+_`Þ -./-'%

QRST

ab*

cd

cd

cd

cd

ÀÁ'efghijkHlc

D%&ÀÁ'Ü~n9m�En

cd

§

§

4Kúopq7*r

D%Ds�]9tzuEv

cd

§

§

cd

GHIJ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ÊËÌ

)ÊËÌ

)ÊËÌ

)ÊËÌ

)ÊËÌ

. ÀÁ' wx? ' y9En -/z /%'% D%{|ÍtXYzuEv 9Í¤)

& ÀÁ' }x~ ' Îf� %'$� D%&ÀÁ'D�´�ê�Z[ 9Í¤)

" ÀÁ' ��~ ' �_Ð -/- /&') § 9Í¤)

$ ÀÁ' ��� ' *U+Þ: %%/ß /%') ��E+'�|����� 9Í¤)

( ÀÁ' ��~ ' Ö×+Þ .'/ß /%'- cd 9Í¤)

%) ã�' �©~ ' �Ú+Þ ). Õ .') D%ê��*pqzuEv 9Í¤)

%- ã�' �5+ Ä þt+Þ %(*/%'. § 9Í¤)

%. ã�' ��� ' ã�'��Ð $(/"� cd 9Í¤)

%& ã�' ä©Æ # ã�'ØTÞ %&� a�* 9Í¤)

%" ã�' �� Ä ��/0 -ß )'. D%&ñ ¡¢£¤¥¼zuEv 9Í¤)

%$ ã�' E¦! Ä ã�'§nB )� § 9Í¤)

56 7+9 :;< => K_OP QRST`a

<?$%@A

BCDEb

* ã�' $Ã¨ ' $n© *. � ÀÁ'ª«¬ºnfK §+

%' ã�' ®x¯ # ã�'°Ê+Þ )'/ß /%'. D%DÛU±g|zuEv §+

%% IJK ²Ã³ # Ir*+æ´' %*/Õ /-'% ÀÁ'ÀÁµ¶µ·¸¹º»� s6 %(

% ÀÁ' ä¼ Ä ÜÝ+Þ "*/z /&') D%½øEF¾LzuEv §+

) ÀÁ' ¿À{ Ä ÁÂÃ9e'ÄÅ©Ev/0 )/- /&') D%&Æ�Ç:ªÈ� §+

- ÀÁ' �É Ä ÜÝØÞ -)/ß /%'% D%DÊUåXYzuEv s6 %(

. ÀÁ' ú³( Ä ;Ë+Þ %.)/%'. cd §+

& ÀÁ' ÌÍ~ ' ÜÝØÞ %&/Õ /&'% �Î7Ï7ÐtéêXYzuEvD%ÑEv §+

" ÀÁ' PÒ Ä ÓÔÅÞ $'/4 /.') D%ÕÕÖÖ×ØÙÚzuEv s6 %(

$ ã�' �DÛ Ä ;<+Þ &(1ßö¥ .'%â D%ZÜÙÚzuEv s6 %(

( ã�' ÝÞÂ Ä þt� )-� cd s6 %(

!%&$!"#$$%>?@A01BCDE&'(2345,8

! ! õß�`àá�â&*+,-*ãPäÏåæstun

o*+çèP!"C&3456.é 2 5678á�â&&

'*+,-*ã>9?@A 3 >LM0�D3é4)''*5%&

��BC&3456789:&'*+,-<,=,>9?

@A0�D3N4)'%)5. ��êëPQ�Uì«STPD%&,

-W*+XYZ[^_PlmSTnoí���STQîï

º*+ðñËÌ��P:w�Ei¿yz{|PT6Ei±~

ò}~��D%&,-W*+XYZ[���d�í��Z

� "'$ � % �� &'$P��í(""$(%)*�¿

Q�óôõEi§{|>STno¢6 )'%& � & ¡ .

~òö÷STrêøÛùCD%&&'QZïº*+úñË

ÌghûOì0¿

)'%& �&'QZïº*+ðñËÌST��1����

�,í%V�z�&&'��D*ab�9�f* - ����)V

U ¡¢£¤tu` -)*' ¥�¦��l�-V§+¨noU 

*+©ª«¬s6 %( ®¯�.V STU°F�STU±²

z/O>³´V µ´¨¶·´5¸�ö÷Uø��ù -& ú

û��&Vº/<»�¼>½¾��¿

X"Y$%&'[%\]+^

- ! ./012-34

>?@A01BCFE2345GH

0 0 üD%�ý+dòþézuEv

þé>�ý�ñÿ�!"#$�PØ%È

�,�æ%È�æÐ:%&�Ø�,

%}è�¿ '©ª«¬ %*(*.&6)*(P

�!">©ª)*õ )"6)7�+�,¬

- )6&�./- -'7¿õ01ÍtXY2

P3t45678>�9:;P!"

©¥<CÍtéêÐtg=éê>/0

?CD%&@ÿÍtABCB9?D

E0>NOP�!"æOFºEþAB

>®GPHID%&XJ��¼KEé

ê2VLM78>ñN�¦ñN�Ít

XYÐt�K@ÿÍtXY¿

Tz@�O°>ÍtXYÐt6

)'%& � . ¡ )) ~±@PöD%&��

'+dòéêPÍtéêÙõ#¿

Ê¸UíQÀ�

Ê¸��í'&%*/("-%("&&

X"Ycde%O\]+f

X"gh%O\ijklmn

$%&' 0 ( 2 &) 4

IJKLMNMOPQRST,U

!"#$ !"#$$%&'()*+,-./01234567,8

! ! !"#$%&&'()*+,-./012&34567

89:&'*+;-<;=;>9?@A0BC56D%&

&'EF)G*+B()*+HIJK>LM0 >NOPQ

RSTUSTVD%&,-W*+XYZ[\]1^_P`S

TUabc`de'B:f*de'ghEijklmST

nopqrstunoEF)G*+3vP:wEix yz

{|kT6}~��D%&;-W*+XYZ[���d��

��Z� "#$ � % �� &'$P���(""$(%)*�x

)'%& �&'stunoEF)G*+ST��+���

��,�%��z�&&'��D*ab�9�f* - ����

)�noU ¡¢£¤tu` %".& ¥�¦��l�-�§+¨n

oU *+©ª«¬s6 %( ®¯�.� STU°F�ST

U±²z/O>³´�µ´¨¶·´5¸¹&�º/<»�¼

>½¾��¿

!"#$%&'(%)*+,

- ! ./012-34

56 789 :;< =>

% ÀÁ' ÂÃ Ä

) ÀÁ' ÅÆÇ Ä

- ÀÁ' ÈÉÂ Ä

<?$%@ABCDEF

§+

§+

§+

GHIJ

)ÊËÌ

9Í¤)

9Í¤)

KLMNOP

ÎÏÐe'ÑÒÐ %%/%'%

¥ÓÔ ./Õ /"')

Ö×Ø� &**�

QRST <?2UV"W#

s; s;

s; s;

s; s;

. ÀÁ' ÙÚÛ Ä §+ 9Í¤)ÜÝØÞ %%/ß /)'% s; s;

& ÀÁ' à©á Ä Ö×Z� "'(� %'%â s; s; §+ 9Í¤)

" ã�' äå5 Ä æçè ))"� s; s; §+ 9Í¤)

0 ! !"CD%&&'EF)G*+éê./0VC&345

6789:&'*+;-<;=;>9?@A0BC56D

%&&'EF)G*+B()*+HIJK>LM0 >N

OPQR�USTVD%&;-W*+XYZ[\]_9P`

STUabc`de'B:f*de'ghEijPlmn

opëìEF)G*+STghP:wEi¿yz{|PT6

}~��D%&;-W*+XYZ[���d�í��Z�

"'$ � % �� &'$P��í(""$(%)*�¿

)'%& �&'ZîïltunoEF)G*+ST��

1�����,í%V�z�&&'aðñ���P9�f*ñ�

���)VnoU ¡¢£¤tu` -)*' ¥�¦��l�-V§

+P� & ��§+òóôKõ�.VSTU°F�STU±²

z/O>³´V µ´¨¶·´5¸�ö÷Uø��ù -& ú

û��&Vº/<»�¼>½¾��¿

X"Y$%Z'[%\]+^

- ! ./012-34

!%&$!9#$$%&'(:;<=*+,-./01234567,8

56 7+9 :;< =>

% ÀÁ' Ê© Ä

) ÀÁ' üýþ Ä

- ÀÁ' ÿ!" #

* ÀÁ' $%& '

%' ÀÁ' äÃ( Ä

%% ÀÁ' �) Ä

K_MNOP

*U+Þ, ./- /)'%

Ø./0 *1ßö¥ )')â

23+Þ %'*14ö¥ %'%â

5Á�,� (/Õ /)')

6789 %(1 )')â

Ö×+Þ: ./Õ /-'-

%( ã�' äÝ ' ;<+Þ %(-14ö¥ "')â

%* ã�' =>? # ã�'@AB &/-�

)' ã�' CD Ä EnF -)/)�

)% ã�' GH Ä 89+Þ %.' - )'%

)) IJK LMN ' *+O' .%1-ö¥ &'%

)- ÀÁ' PQ+ Ä *U+Þ: *%/ß /-')

). ÀÁ' C!R Ä :ST ($�

)& ã�' UVW ' ;<+Þ %&'/ß /-'-

)" ã�' XYÇ Ä Z[è --/&�

)$ ã�' \]^ Ä æ+_`Þ -./-'%

QRST

ab*

cd

cd

cd

cd

ÀÁ'efghijkHlc

D%&ÀÁ'Ü~n9m�En

cd

§

§

4Kúopq7*r

D%Ds�]9tzuEv

cd

§

§

cd

GHIJ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9Í¤)

)ÊËÌ

)ÊËÌ

)ÊËÌ

)ÊËÌ

)ÊËÌ

. ÀÁ' wx? ' y9En -/z /%'% D%{|ÍtXYzuEv 9Í¤)

& ÀÁ' }x~ ' Îf� %'$� D%&ÀÁ'D�´�ê�Z[ 9Í¤)

" ÀÁ' ��~ ' �_Ð -/- /&') § 9Í¤)

$ ÀÁ' ��� ' *U+Þ: %%/ß /%') ��E+'�|����� 9Í¤)

( ÀÁ' ��~ ' Ö×+Þ .'/ß /%'- cd 9Í¤)

%) ã�' �©~ ' �Ú+Þ ). Õ .') D%ê��*pqzuEv 9Í¤)

%- ã�' �5+ Ä þt+Þ %(*/%'. § 9Í¤)

%. ã�' ��� ' ã�'��Ð $(/"� cd 9Í¤)

%& ã�' ä©Æ # ã�'ØTÞ %&� a�* 9Í¤)

%" ã�' �� Ä ��/0 -ß )'. D%&ñ ¡¢£¤¥¼zuEv 9Í¤)

%$ ã�' E¦! Ä ã�'§nB )� § 9Í¤)

56 7+9 :;< => K_OP QRST`a

<?$%@A

BCDEb

* ã�' $Ã¨ ' $n© *. � ÀÁ'ª«¬ºnfK §+

%' ã�' ®x¯ # ã�'°Ê+Þ )'/ß /%'. D%DÛU±g|zuEv §+

%% IJK ²Ã³ # Ir*+æ´' %*/Õ /-'% ÀÁ'ÀÁµ¶µ·¸¹º»� s6 %(

% ÀÁ' ä¼ Ä ÜÝ+Þ "*/z /&') D%½øEF¾LzuEv §+

) ÀÁ' ¿À{ Ä ÁÂÃ9e'ÄÅ©Ev/0 )/- /&') D%&Æ�Ç:ªÈ� §+

- ÀÁ' �É Ä ÜÝØÞ -)/ß /%'% D%DÊUåXYzuEv s6 %(

. ÀÁ' ú³( Ä ;Ë+Þ %.)/%'. cd §+

& ÀÁ' ÌÍ~ ' ÜÝØÞ %&/Õ /&'% �Î7Ï7ÐtéêXYzuEvD%ÑEv §+

" ÀÁ' PÒ Ä ÓÔÅÞ $'/4 /.') D%ÕÕÖÖ×ØÙÚzuEv s6 %(

$ ã�' �DÛ Ä ;<+Þ &(1ßö¥ .'%â D%ZÜÙÚzuEv s6 %(

( ã�' ÝÞÂ Ä þt� )-� cd s6 %(

!%&$!"#$$%>?@A01BCDE&'(2345,8

! ! õß�`àá�â&*+,-*ãPäÏåæstun

o*+çèP!"C&3456.é 2 5678á�â&&

'*+,-*ã>9?@A 3 >LM0�D3é4)''*5%&

��BC&3456789:&'*+,-<,=,>9?

@A0�D3N4)'%)5. ��êëPQ�Uì«STPD%&,

-W*+XYZ[^_PlmSTnoí���STQîï

º*+ðñËÌ��P:w�Ei¿yz{|PT6Ei±~

ò}~��D%&,-W*+XYZ[���d�í��Z

� "'$ � % �� &'$P��í(""$(%)*�¿

Q�óôõEi§{|>STno¢6 )'%& � & ¡ .

~òö÷STrêøÛùCD%&&'QZïº*+úñË

ÌghûOì0¿

)'%& �&'QZïº*+ðñËÌST��1����

�,í%V�z�&&'��D*ab�9�f* - ����)V

U ¡¢£¤tu` -)*' ¥�¦��l�-V§+¨noU 

*+©ª«¬s6 %( ®¯�.V STU°F�STU±²

z/O>³´V µ´¨¶·´5¸�ö÷Uø��ù -& ú

û��&Vº/<»�¼>½¾��¿

X"Y$%&'[%\]+^

- ! ./012-34

>?@A01BCFE2345GH

0 0 üD%�ý+dòþézuEv

þé>�ý�ñÿ�!"#$�PØ%È

�,�æ%È�æÐ:%&�Ø�,

%}è�¿ '©ª«¬ %*(*.&6)*(P

�!">©ª)*õ )"6)7�+�,¬

- )6&�./- -'7¿õ01ÍtXY2

P3t45678>�9:;P!"

©¥<CÍtéêÐtg=éê>/0

?CD%&@ÿÍtABCB9?D

E0>NOP�!"æOFºEþAB

>®GPHID%&XJ��¼KEé

ê2VLM78>ñN�¦ñN�Ít

XYÐt�K@ÿÍtXY¿

Tz@�O°>ÍtXYÐt6

)'%& � . ¡ )) ~±@PöD%&��

'+dòéêPÍtéêÙõ#¿

Ê¸UíQÀ�

Ê¸��í'&%*/("-%("&&

X"Ycde%O\]+f

X"gh%O\ijklmn

$%&' 0 ( 2 &) 4

IJKLMNMOPQRST,U

“最美妻子”抱着他喊“坚持”
世上最长情的告白，不是承诺，是行动

丈夫被困驾驶室

撞成麻花的面包车里，驾驶员
身受重伤无法动弹，一名女子从后
面紧抱着他，不断鼓励他“坚持住，
不要睡”……17日上午，国道 213
线乐山犍为段，车祸后的这一幕感
动了很多人，网友们称该女子为“最
美妻子”。

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发现，身
受重伤的驾驶员名叫周涛，抱着他
的是妻子,名叫谢小燕，两人已经结
婚6年。“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那只
是人的本能，很多人都会那样做。”
面对记者的采访，谢小燕说，她感谢
大家的关心，希望丈夫快点好起来。

惊魂一刻
出门送货撞上失控货车
17日上午11时34分，犍为县

交警大队报警电话骤然响起：国道
213线K1233+700m处，一辆面包
车与货车相撞，面包车上有人受伤
被困，要求交警、消防等部门出警。
11时50分许，民警李洋等人赶到
现场。“货车处于左道一侧，车头紧
紧抵着面包车，将其挤来紧贴着路
边护栏，现场碎片满地、一片狼藉。”

民警勘察现场发现，事发时面包
车正开往县城方向，货车则从县
城开往清溪镇方向。据目击者描
述，事发时面包车正常行驶，迎面
驶来的货车突然失控，越过道路
中心线撞上了面包车。
“我们去送货，从仓库出来才

走了500米就出了事。”面包车
乘客罗芹说，自己在一家洗化用
品经营部上班，当天上午老板周
涛开车载着她，从仓库里取了货
准备送进城，不料出门不远就遭
遇了车祸。

感人一幕
妻子抱着丈夫喊“坚持”
救援人员赶到时，周涛被卡

在驾驶座上无法动弹。在其身后，
有一名年轻女子从第二排环抱着
他，紧紧搂着他的头，在他耳边说
话。“带着哭腔的声音，一直在喊
‘老公坚持住，千万不要睡’。”民
警李洋回忆说，周涛当时双目微
闭，几乎陷入昏迷，但因为女子一
直哭喊，所以会时不时睁眼看看。
女子还脱下自己的外套，搭在周

涛的身上。后来大家知道，年轻女子
叫谢小燕，是周涛的妻子。

由于货车抵着面包车，狭小的
空间让救援很难实施。于是，救援
人员决定先将货车挪开，再对面
包车实施破拆。“破拆的时候，我
们担心产生二次伤害，就劝谢小
燕先下车等候。”李洋说，但她坚
决拒绝了，说要陪老公一起，要给
老公加油，“大家都很感动，就没
再喊她下车。”

救援很顺利，10余分钟后，周
涛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在
此过程中，谢小燕一直为周涛加油，
并陪他一同前往医院。

网友点赞
“最美妻子”没想到走红
事故发生后不久，现场图片传

到了网上，谢小燕抱着周涛哭喊的
照片感动了很多网友。网友们纷纷
为谢小燕点赞，感叹“患难见真情”，
赞她是“最美妻子”，并称“这就是
爱”。网友们还祝福周涛，希望他的
伤尽快康复，希望他珍爱这样的妻
子，希望夫妻俩将来生活幸福。

面对突然的“走红”，谢小燕连
称“没想到”。“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那只是人的本能，很多人都会那样
做。”谢小燕独家回应华西都市报记
者说，当天上午，周涛和罗芹先离开
仓库，自己又收拾了一些东西，在他
们后面约5分钟出门。车子开出不
远，她就看到周涛的面包车被大货
车撞了，“脑子当时就一片空白，赶
紧冲了过去，看他怎么样了。”
“我过去的时候，罗芹正在鼓励

他，她看到我来了，就让我鼓励他。”
谢小燕说，看到丈夫的手腕在流血，
怕他失血后身体冷，她就赶紧脱下
外套裹住他，“然后，我就一直和他
说话，除了喊他坚持住不要睡，还说
女儿也在等他回家。”

最大心愿
丈夫痊愈明年携女拍婚纱照

谢小燕说，丈夫今年31岁，是
沐川人，自己今年28岁，是犍为
人。2009年，表姐将同学周涛介绍
给自己，两个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同年底，两人结了婚，次年生下女
儿。“我老公很能干。”谢小燕说，他

俩都来自农村，白手起家做起了洗
化用品经营部，如今已经在犍为县
城里安了家。

回首婚后这些年，谢小燕认为
“平淡却很幸福”。“我老公是一个很
不善于表达的人，他对我的好都在
心里。”谢小燕说，即便后来知道她
在他出车祸后抱着他鼓励他，他也
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在朋友
们开玩笑说他成了新闻人物时，他
才回应了一句：“这都是我老婆的功
劳。”“但我知道他心里有我。”谢小
燕说，丈夫偶尔也有浪漫的时候，去
年他就悄悄网购了一瓶香水送给
她，让她温暖了好久。

对于网友们的祝福，谢小燕说
她很感谢，“但对我的褒奖，真的不
重要。”她现在只希望丈夫快点好起
来，好履行他们之前的约定———在
明年“七年之痒”到来时，带上女儿
再去拍一套婚纱照。经诊断，周涛头
部、肋骨、盆骨多处受伤，要安然度
过前3天后，才算脱离生命危险。在
已经过去的一天半里，谢小燕一步
也没有离开过。她说，要等这3天过
了，她悬着的心才放得下来。
! ! ! ! ! !

摘自!华西都市报"

网上斗嘴不过瘾
约架犯了聚众斗殴罪
闫某和时某在陌陌群里因误会发生

骂战，网上骂完不过瘾，还相约打架。闫
某纠集文某等人将时某砍成轻伤。路边
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整个过程，闫某和
文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6日上
午，泉山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
闫某、文某涉嫌聚众斗殴一案。

29岁的闫某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了，
2010年抢劫罪刑满释放后，未有稳定工
作。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陌陌群，和一个
女网友聊天时开了个玩笑，却遭时某误
会引发骂战，后来发展成互相叫口，“时
某问我在哪儿，让我等着。”闫某说，他当
时就把电话和自己所在的地方告诉了时
某。怕对方喊人来，他又开始打电话纠集
人马。到晚上8点多钟，双方碰面后产生
追打，时某等人被砍伤。在法庭上，公诉
机关现场播放了路边监控摄像头的视频
资料，闫某和文某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没有异议。

公诉机关表示，闫某、文某持械聚众
斗殴，致人一处轻伤、两处轻微伤，均构成
了聚众斗殴罪，并认为闫某和文某系共同
犯罪，将在合议庭评议后延期宣判。

摘自!彭城晚报"

“侦察兵”男友找回
女子郑州遗失数万元财物

12日，驻马店女子小郭，在郑州花
费数万元购买结婚用品后却不慎将箱
包遗失在了出租车上，遍寻未果。因警
方没有立案，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的男
友边先生和小郭一起，查看十余家店铺
的监控后，找到了线索，并最终找回了
箱包。

小郭是驻马店泌阳县人。12日，她
在郑州花费3万多元，购买了钻戒、项
链、耳环等首饰，此外，还花两万多元购
买了衣服、化妆品等。小郭说，之所以如
此“血拼”，是因为两天后她要和男友回
老家定亲。当天中午，她在郑州市区搭
乘了一辆出租车，按司机的要求，她将
箱包放到了后备厢。据她说，箱包是在
国外购买的“LV”品牌包，花费5万多
元，里面除了装着首饰、衣物等，还有购
房合同、收条等重要物件。但她下车不
久突然意识到，箱包落在出租车上了。
“我当时既没有要发票，也没有记

着车牌号。”小郭急得哭了，她随即拨打
了110报警。110民警很快赶来，但民
警告诉她，警方无法立案侦查，最多只

能协助寻找。无奈之下，她又向多家广
播电台求助，但几天里依然未果。订婚
结束后，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的边先生
决定自己寻找线索找箱包。由于小郭当
天乘车时，正好给边先生打过一次电
话，二人确定小郭的乘车时间为12日
中午12时17分。他们打算从沿街门
店的监控中找突破口，几公里的路段，
数十家店铺，最终发现出租车归属河南
万通一汽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并辨认出
该车车型为丰田花冠，其号牌的尾数为
9，且带有一个字母F。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
说，派出所一般只针对治安事件和刑
事案件才会立案。市民如果丢失财物，
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被人偷窃，基
本不会属于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因
此，市民需要派出所立案有难度，只能
对遗失物品进行登记。但是，即使无法
立案，派出所民警得知市民丢失财物，
从情理角度出发，应该尽自己所能帮
助市民寻找财物，因为民警可以调取
各处的监控录像。 摘自!京华时报"

震泽等江苏5镇
入选国家示范试点
由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建制镇示范试点工作

近日正式启动，全国共有90个建制镇被列为试点地区，我
省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张家港市乐
余镇、如皋市白蒲镇、泰兴市黄桥镇等5个镇也位列其中，
是全国入选试点数量最多的省份。

据悉，此次试点主要围绕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
制、创新投融资体制等方面展开，旨在增强建制镇可持续发
展能力、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力。 摘自!新华日报"

南京虐童案嫌疑人
被依法不予批捕
南京虐童案有了新进展。19日下午，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发布消息称，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犯
罪嫌疑人李征琴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此前，浦口区检察院就是否批捕犯罪嫌疑人李征琴召
开了审查听证会，与会大多数代表不同意检察机关对李征
琴做出批捕决定。

据悉，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应当在接
到通知后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检
察机关。

检方昨天称，不批准逮捕李征琴，并不意味着其无罪。
李征琴将由公安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或由公安机关移交
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

目前，由于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李征琴将由被采
取的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摘自!南报网"

沪设儿童乘客安全检查站
18日，由上海市疾控中心等6家机构联合主办的“怀

抱孩子在家中，系上安全带在车中”主题宣传活动传出消
息：我国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不足1%，相比发达国家的
90%以上，差距十分显著。

专家表示，保护儿童免受道路交通伤害的措施中，安全
座椅被证实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交
通死亡率降低 70%、低龄儿童交通死亡率降低 54%至
80%。部分发达国家已经立法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但我
国公众的相关保护意识仍有待强化。

18日，上海市首批4家儿童乘客安全技术检查站成
立。今后，检查站将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指导家长选择、安
装和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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