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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村是位于 239 省道和 312 国道
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虽然只有42户人
家，但因紧邻交通要道，村民生活富裕，
对文化体育设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去年 6 月，汪家村村民自筹资金在村道
旁建起一块约 1 亩的健身场地，安装了
篮球架、健身设施，半年来成了包括汪
家村在内的周边四五个村子村民的休
闲健身场所。

去年 12 月 23 日，汪家村村民小组
长龚开明带回一个消息：健身广场占用
了基本农田，可能要被拆掉。消息让小
小的村庄炸开了锅，村民们议论纷纷。
双休日一过，迫于压力的龚开明找来挖
机，将篮球架拉到村道边，让人运来渣土
将广场覆盖。村民们都想不通，为何这
个得到全体村民同意、自筹资金建设的
为民工程会是这样一个下场。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记者来到
汪家村，找到了这块健身广场。健身广
场在两条村道的交汇处，靠路边是一排健
身器械，其余广场部分均被覆盖上了渣
土。广场一角有一块“新北区全民健身工
程”的牌子，上面有详细的晨晚练、健身点
管理制度。从设施上看，这个健身广场与
全市小区、村委常见的健身广场无异。

65 岁的龚开明告诉记者，健身广场
所在的约 8 分田面积，此前是村民汪某
某家的菜田，余下部分为杂树和化粪
池。由于周边的健身广场都在1公里开
外，上了年纪的村民颇感不便，村民们都
有 在 家 门 口 建 个 健 身 广 场 的 想 法 。

2016年春节后没几天，龚开明征求了全
体 42 户村民的意见，42 户全部签字同
意，他就写了个申请给东桥村委。但此
后几个月，村委一直没同意，事情暂时搁
浅。去年 5 月，东桥村委召开村民小组
长会议，会上，村委书记明确，有需要的
村民小组可以建设健身广场，但前提是
不能占用农田。

回到村里后，龚开明和几位村民先
后查看了好几个地方，但或多或少都包
含农田，综合考虑位置等因素后，最终决
定在现在的地址建设健身广场。“这一点
我承认，我们是建设在先，建好了村委才
知道。”去年 6 月，一位村民捐资 5 万元，
加上村民小组的 3 万元，健身广场工程
启动。广场建好后，龚开明又通过朋友
拿到一套广场健身器械和一对篮球架，
全部安装好。去年夏秋，汪家村比以往热
闹了许多，白天有人打球，晚上有人跳舞，
健身广场甚至吸引了周边金家村、杨家村
和管家村的村民。不过，工程款至今还欠
3万余元。“整个广场弄好将近12万元。”
龚开明说，健身广场的事很快传到村委书
记那里，他因此被书记严厉批评。

2016 年 12 月 23 日，龚开明被村委
负责人告知，健身广场去年11月被卫星
拍到，占用了基本农田，必须复垦。“广场
地面下是 50 厘米厚的碎石层，还有石
灰，复垦相当麻烦，我就让人拉来点渣
土，先盖起来。”龚开明想不通，自己是为
村民做好事，也征得了全体村民的同意，
占用的也是村民种菜的自留地，健身广

场却还是被定性为违法。采访时，部分
村民也强烈要求保留这个广场。

记者随后从常州国土资源局奔牛国
土资源所了解到，目前，奔牛镇的基本农
田偏多，很多老百姓门前屋后的自留菜
地也都属于基本农田。汪家村的健身广
场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被国土部卫星拍
到，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整改到位。

“如果村民们在建设健身广场前能和村委
沟通，或者到我们国土所咨询下，都可以

避免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该所负责人
告诉记者，农村健身广场与市区的不同，
在生活中往往也承担晒谷等作用，也是一
种设施农业，如果能提前告知，国土、农林
部门可以帮助村民择地合法建设。

奔牛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镇政府一方面通过该案教育各村严守基
本农田红线，另一方面正与有关部门积
极沟通、协商此事。

童华岗 13813585755 文/摄

奔牛镇政府：正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

村民自筹资金建健身广场涉嫌土地违法

近日，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的 4 位退休书法爱好者戚国勤、严锡灿、许洪兴和王尧昌，来到常州经开区福利中心，为这里
的老人们义务书写春联和福字。图为福利中心工作人员为老人贴福上门。 童华岗 郭金龙 潘苗苗 文/摄

本报讯 拿着一张 90 万元的抵
押借款协议，出借人吴某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借款人严某也爽快答应归
还。但实际上，双方真实借款仅 42.5
万元，却都在庭审中作出了虚假陈
述。借款人为何会同意少借多还？原
来，抵押的房子虽在严某名下，但他还
没给付原房主购房款。近日，钟楼法
院认为借贷双方均属于虚假诉讼，分
别罚款3万元。

2014 年，张某夫妇因急需用钱，
打算尽快卖房变现，经人介绍找到了
人脉广、路子宽的李某。李某表示，自
己名下已有两套房屋，由他出面买房，
办贷款、付首付不划算，提出以自己的
员工严某的名义购买。于是，张某夫
妇与严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
房价 120 万元。2014 年 11 月，该房

屋过户至严某名下，但过户后，张某夫
妇一直没有拿到房款。

2015 年 5 月，张某夫妇起诉至法
院，要求严某给付房款，得到了法院的
支持。可到了执行时，他们发现，房屋
早已被严某抵押给了吴某。房子没
了，钱也没拿到，张某夫妇觉得可能被
李某和严某骗了，于是到钟楼检察院
反映情况。

检察院经过侦查发现，严某和吴
某的抵押借款协议有问题。根据协
议，2014 年 12 月，严某以房屋为抵
押，向吴某借款 90 万元，用于生意资
金周转，借期半年。2015 年 7 月，吴
某诉至法院，要求严某归还借款。在
当时的庭审中，严某对吴某的诉讼请
求认可。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严
某需要归还90万元借款。

虽然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吴某当
初确实转了90万元给严某，但实际上，
严某取出50万元现金后，将其中的40
万元和7.5万元利息又还给了吴某。

此案进入再审环节后，吴某、严某
承认在第一次庭审中做出了虚假陈
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
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
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
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钟楼法院审
监庭庭长刘霞表示，虚假诉讼有多种
形式，但只要在法庭上作了虚假陈述，
影响了他人或国家、集体的权利，都构
成虚假诉讼。

（吴同品18351218505 陈德严）

庭审时作出虚假陈述

虚假诉讼，借贷双方均被罚3万元

本报讯 近日，一则《常州正能
量：一位老太倒地，超市员工和养生
馆医师合力搭救，精神可嘉》的帖子
出现在本地网络论坛。记者展开深
入调查，证实救人的一共有 3 人，两
人为一家中医养生馆的医师，一人
为超市肉摊工作人员。事发时，3
人联手施救，数分钟后，老人醒来，
被 120 急 救 车 送 到 医 院 抢 救 。
2016 年 12 月 29 日，记者辗转多方
没有找到晕倒老人的信息，警方也
希望，老人或家属能及时联系警方，
以帮助救人者申报见义勇为。

该网友说，去年 12 月 28 日下
午 4 点多，他走到邮电公寓旁的家
乐超市门口，看到门口围了很多人，
一位老太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正当
店里的员工抱起老人不知怎么办
时，对面调理养生馆的两位医师赶
来施救，老太才慢慢恢复知觉。等
120 救护车过来，把老人抬上车，他
们才离开。

帖子引发网友热议，网友朱兰
说，冬天虽然很寒冷，但是这里明显
很温暖，社会需要正能量，危急关头
常州精神在这里彰显；网友浩克说，
在扶老人有危险的今天，这 3 人敢
于及时出手，救了老人一命，太不容

易了；还有网友表示，受助老人和家
属应该找到 3 名救人者，感谢他们，
警方也应该帮助申报见义勇为。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2 点，
记者在邮电公寓旁的尚古亚健康调
理养生馆找到了救人的王淑玲、魏
宏伟，两人向记者回忆了事情的经
过。当时，他们听到对面超市有个
工作人员在喊叫，便立即跑过去，发
现一名老太倒在地上，于是立刻让
扶着老人的超市员工掐老人的人
中，但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我让超
市员工看看老人有没有呼吸，她说
已经没有了。”从小学习中医的魏宏
伟告诉记者，他也发现老人的脸慢
慢发紫，“按了人中还是没反应，我
判断不是普通的休克，很可能是心
梗。”于是，两人立刻回到养生馆，拿
来两根不锈钢钢针，按照中医急救
法，刺激老人手上的 6 个穴位。一
分钟左右，老人突然哼了两下，有了
知觉。这时，急救车也赶到了。

记者联系了警方和医院，得知
老人经过治疗后病情稳定，已于事
发当晚出院。钟楼警方希望老人家
属及时联系他们，以帮助救人者申
报见义勇为。

（小波 13337898169）

警方希望能与老人取得联系，以便申报见义勇为

老太超市突然晕倒
三热心人联手施救

本报讯 对消费者来说，刷卡购
物方便快捷，还有积分累积等优惠，
但对商家来说，消费者每使用 POS
机刷卡消费一次，商家都要向银行
支付手续费，于是，有些商家干脆把
刷卡交易的手续费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但这样做合理吗？近日，杨先
生来到新北消协三井分会投诉。

几天前，杨先生在新北一汽车
4S 店买了一辆新车，需要刷卡消费

3 万元，4S 店竟收取了 180 元的刷
卡费。杨先生当时没有反对，回家
后越想越觉得这笔钱不该由他来
付，遂向消协投诉。

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根据《中国
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
分配办法》，银行卡收单业务的结算
手续费全部由商户承担。经调解，
商家同意180元全额退还。

（庄奕13861028908 司昌凤）

买车刷卡3万元
竟要180元刷卡费

本报讯 我市一小区两名业主拖
欠多年物业费，被物业公司告上法
庭。近日，钟楼法院对这两起物业纠
纷作出判决，两人被判全额支付拖欠
的物业费。

2007 年，这家物业公司通过市场
招标和该小区业主委员会签订小区
物业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该物
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小区
住宅业主按照每平方米 0.35 元的标

准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但是，直
到物业公司于 2013 年底撤场时，小
区有两名业主始终没有缴纳物业服
务费。物业公司经多次催缴未果，
于去年 11 月 7 日，将两人起诉至钟
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补交物业费共
计 5790 元。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供了业委会
的证明，证明业委会认可其所提供的
物业服务，而两名业主经法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
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为小区
提供了较为合格的物业服务，有依法
按照合同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的权
利，业主在享受到合格的物业服务后，
理应及时交纳相关费用。

最终，法院判决两名业主共计支
付物业费5790元。

（吴同品 陈德严 顾董娜）

多年未交物业费成被告

业主被判全额支付拖欠物业费

本报讯 4 天前掉了钱包，里面
有1600余元现金和大量重要证件，
山东来溧打工的赵某为此愁得夜不
能寐。4 天后，溧阳客运站工作人
员用监控视频帮他找到了捡钱人，
司机帮他要回了钱包，失而复得的
惊喜让他直叹太神奇。

去年12月25日，赵某千里迢迢
从山东乘车到溧阳旧县工业园区打
工，当天赶到溧阳已是下午4点多，在
溧阳客运站候车时，他找零钱乘公交，
由于太着急，找到零钱后拎着行李就
上了车，将钱包掉落在候车椅上。等
他到了老乡住处，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顿时心急如焚：钱包里不仅有现金
1600余元，还有社保卡、银行卡。

赵某急得觉也睡不安稳。去年
12 月 29 日，他偶然听工友提起车

站监控也许能找到钱包的下落，他
当天就赶到站里来碰运气。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立即调出当晚的监
控，经仔细查找，发现赵某的钱包被
一个候车男子捡走了。工作人员觉
得此人很眼熟，便喊各镇村公交车
班线的司机来认。终于，跑南渡线的
司机认出该男子是南渡线路的常客，
每天乘车上下班。当天傍晚，司机又
见到该男子，便问他有没有捡到钱
包，男子承认捡了，但因为钱包内无
身份证和联系方式，不知道如何寻找
失主，便一直搁在家里。

车到南渡后，男子叫家人把钱包
送来交给司机，司机随后联系了赵
某。钱包失而复得，赵某连连道谢。

（芮 伟 芬 13961158906 王 婷
狄永乐）

马大哈遇到大惊喜——

掉了4天的钱包找到了

2016 年 12
月14日下午3点
半，常州经开区
老年大学影像班
的课程一结束，
同学们纷纷准备
离 开 。 就 在 这
时，学员唐诗琴
老太太右腿突然
疼痛不已，动都
不能动，同学们
赶紧过来帮忙，
可 谁 都 拉 不 起
她。上课的陈啸
峰老师见状赶来，
二话没说就蹲下
身，让同学把老太
扶到自己背上，从
二楼一路背着老
太到她的三轮车
上，安排学员护送
到医院。

童华岗
方 雷 文/摄

本报讯 因朋友酒驾被查，为了义气，
一男子联合两名同伙驾车追赶，逼停警车
后，强行把交警、辅警拖出车外，最终，朋友
得以逃跑，而他们三人也因犯妨害公务罪，
分别被判处9个月至11个月的有期徒刑。

去年 10 月 10 日晚 8 点多，钟楼交
警在清潭中学门口查酒驾，一辆宝马汽
车开至附近突然停车，司机拉开车门下
车就跑。交警追回宝马车司机李某后，
当场对他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
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 65mg/100ml，已
达到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标准。

没过多久，当晚与李某一起喝酒的
男子韩某来到现场，不仅大吵大闹，还连
声辱骂交警。交警准备把李某连人带车
带回交警大队处理时，韩某更加激动，声称

“这是我的地盘”，不让带走李某。这时，接
到增援指令的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驾驶
警车配合交警将李某带回交警大队。

看到李某被带走，酒后的韩某恼怒
不已，随即打电话叫来几个朋友，一同开
车沿长江路去追警车。行驶至中吴大桥
时，韩某等人终于追上了警车，加速超车
到警车前面后突然减速，逼停了警车。
韩某等人下车后，从车窗内拉开了警车
车门，把坐在李某旁边的交警强行拖出，
死死抱住。不一会儿，另一名坐在李某
身边的辅警也被强行拖出，李某则趁机
跑出警车，逃离现场。看到李某“成功”
逃脱，韩某等人也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次日，酒醒的韩某等人懊悔不已，先后
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吴同品 陈德严）

朋友酒驾被查
逼停警车“救人”

本报讯 认为楼上邻居跳绳是制造
噪音，影响了孩子学习。楼下家长找楼
上协商，然而不仅没谈拢，反而大打出
手。近日，西林街道司法所就调解了一
起因跳绳引起的邻里纠纷。

从去年 9 月初起，每天晚上 8 点多，
韩某就能听到楼上传来咚咚咚的响声，
那是楼上谭某家的孩子开始跳绳了，跳
一会歇一会，得持续 1 个多小时。韩某
住的是老小区，房子的隔音功能不好，跳
绳声音听得十分清楚，孩子心烦意乱，大
大影响了学习效率。韩某也向谭某反映
过几次，谭某起初态度不错，向韩某道
歉，并解释孩子上幼儿园在练习跳绳，承
诺今后会到楼下去跳。

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天气逐
渐变冷，楼上又传来了跳绳声。韩某的
孩子正紧张复习，准备迎接期末考试，韩
某于是再次上楼找谭某，希望这段时间能
停止跳绳，让孩子专心复习。但谭某非但
不道歉，还对韩某恶语相向，双方大打出
手，谭某还将韩某的左手手指咬破了。韩
某到医院治疗，用去医药费250元。

近日，两人到西林街道司法所寻求
调解。调解员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对双
方进行了批评教育。关心孩子实属人之
常情，但切不可因一时意气打架，在孩子
面前树立了坏榜样。经调解，谭某向韩
某道歉，表示孩子会暂时停止跳绳，让韩
某家孩子专心迎考，并赔偿医药费、误工
费等费用共计550元。（席苏星 庄奕）

楼上跳绳楼下崩溃
楼下获赔5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