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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27 年前你为渡我而来，今
天，就让我为你遮风挡雨。你只要负责
平安走出医院，姐姐等你回家。”

29 岁的俞银娟和 27 岁的俞海龙是
郑陆焦溪的一对姐弟，俞银娟出生28天
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为了将来有
人陪伴照顾她，她的父母决定再生一个，
俞海龙因此出生。27 年来，俞海龙形影
不离地照顾姐姐，直到她身体康复、结婚
生子。但不幸的是，今年6月，俞海龙被
查出罹患白血病，全家再次陷入绝境。

27年来，他的人生只
为守护姐姐

1988 年，郑陆镇的俞氏夫妻生下女
儿，取名俞银娟，但出生仅28天，俞银娟
就被查出患先天性心脏病，在当时的医
疗水平下，这就是绝症。夫妻俩商量，女
儿将来不能没人照顾，必须再生一个，由
这个孩子来陪伴和照料姐姐一生。

两年后，弟弟俞海龙出生。由于从
小就被父母教导：姐姐心脏不好、弟弟的

使命就是照顾姐姐，俞海龙的童年不像
其他男孩一样爱疯玩，他很安静很乖，每
天无微不至地照顾姐姐，如兄长一般。
2001年，俞银娟在武进医院接受了心脏
修补手术，手术很成功，她的身体逐渐复
原。但俞海龙仍不放心，为了更好地照
顾姐姐，两人一起赴南京求学，俞海龙还
特别选择了医学专业。

此后，姐弟俩的生活一帆风顺。毕
业后，俞银娟结婚生子，俞海龙为了更好
地照顾父母，拒绝了多家药企的邀约，回
到家乡，在三河口邮政银行就职。今年
4 月，俞海龙成为常州邮政最年轻的支
局长。

命运翻转，27岁的他
独自面对病魔

正当这个“90 后”小伙的人生意气
风发，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今年 6
月，俞海龙经常连续发烧，小腿和脚踝水
肿，粗到平时的两倍，皮肤破溃发黑直到
近乎坏死。到医院采血化验、骨髓穿刺

后，俞海龙被诊断为白血病。
俞海龙原本是个身体健壮、性格开

朗的大小伙，经常健身还参加马拉松比
赛，如今身穿病服，面容憔悴地躺在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血液净化病房，连澡都不
能洗。郑陆离常州市区较远，母亲陈亚
兰每天坚持坐两小时的公交车到医院，
隔着病房的两道玻璃静静地看着儿子，
一看就是一下午，有时累了就铺张报纸，
在地上睡一会。“让儿子看到我，他也安
心。”陈亚兰说，看着儿子日渐消瘦，她心
疼万分，但在儿子面前，她咬牙忍住眼
泪，要哭也是背过身，不让儿子看见。俞
海龙的父亲在家售卖一亩多地的梨子，
想尽一切办法为儿子筹措医药费。

医生建议，俞海龙必须马上进行骨
髓移植治疗，可骨髓移植费用高昂，配型
也很难寻找，姐姐俞银娟成了配型最合
适的人选。

再次并肩，姐弟俩一
起抗击命运

俞银娟说，弟弟已成了她最大的
精神支柱，“我一定要救弟弟。”俞银娟
随后到医院进行了配型筛查，但结果
令人失望，她是乙肝大三阳病毒携带
者，虽然病毒处于休眠状态，但这样的
骨髓不适合移植，除非从大三阳转为
小三阳。弟弟的治疗一下子又陷入绝
望，俞银娟只能每天祈祷。就在近日，
没有经过任何干预和治疗，俞银娟奇
迹般地从大三阳转为小三阳，符合了
移植条件。

俞 银 娟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中 写 道 ：
“ 弟 弟 ，27 年 前 你 为 渡 我 而 来 ，今
天 ，就 让 我 为 你 遮 风 挡 雨 。 你 只 要
负 责 平 安 走 出 医 院 ，姐 姐 等 你 回
家 。”如 今 ，姐 弟 俩 将 再 次 并 肩 站 在
一起，抗击病魔。

记者了解到，俞海龙姐弟俩的事情
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包括他的单位和客
户在内，已有不少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但由于移植手术费用高昂，除去医疗保
险，自费预计将超过150万元。

小波 小赵

27年前，弟弟为照顾生病姐姐而出生

27年后，姐弟并肩抗击病魔

溧阳市戴埠镇戴北村有 20 多名
留守儿童，8月11日，溧阳市市场监管
局妇联工作人员来到该村，给村里的

“小候鸟服务站”捐赠了500册图书。
据了解，“小候鸟”专项基金项目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肯德基中国
联合发起，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主要服
务对象。经走访调研，该市妇联筛选
出戴埠、天目湖、上兴 3 个留守儿童较
多的乡镇，建立了戴北、戴南、新桥、茶

亭等5个“小候鸟”服务站试点，由各村
妇联组织实施，朗读故事会、趣味游
戏、安全知识教育等，各项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小波 宋林珍 余江 文/摄

“小候鸟”打造暖心妇联

基于互联网的虚拟货币越来越
火，比特币等各种虚拟货币也层出不
穷。面对高收益的神话，不仅投资人
的热情高涨，不少不法分子也盯上了
它。去年，“珺腾”系列公司老板王某
等人虚构出一款名为“麦加币”的虚拟
货币，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圈走6000
多人上亿元投资款，最终因一名金坛
投资人的报警而曝光。目前，王某等
21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被移送金坛检察院审查起诉。

“麦加币”真有高收益吗？

去年 5 月，金坛的戴先生经朋友
介绍，得知了一款名为“麦加币”的理
财产品，回报特别高。虽然戴先生心
动不已，但还是有些犹豫。朋友劝他
先去考察一番，再做决定。

随后，朋友带着他到外地参加了
“麦加币”大会。与会者有1000多人，
非常隆重，整体布置也感觉很正规。
在现场，主办方介绍，“麦加币”是一种
新型的虚拟货币投资，增值空间大，不
仅能当作真实货币交易，以后还会上
市。戴先生当即投资 31500 元购买
了“麦加币”，成为该公司的会员。

但后来，他发现自己不但拿不到
所谓的高额回报，甚至连本金都拿不

回来。“一开始说兑换成现金，我能提
取。但是后来发现不能提取，再后来
连网站都关闭了。”等了几个月后，戴
先生发现网站还是无法登录，便知道
出了问题。于是，去年 10 月，戴先生
向金坛警方报案。

新型网络传销组织被一锅端

警方经调查了解到，该公司名为
珺腾国际有限公司，是一个以经营麦
加币为运作模式的新型网络传销组
织，公司老板为王某。麦加币共有四
级 投 资 方 式 ，初 级 10500 元 、中 级
31500元、高级52500元、VIP105000
元。麦加币还分为静态和动态奖励，
静态就是等麦加币升值后交易，动态
则有爱心分享奖、逆向匹配奖、层级点
点奖、级差管理奖、职业福利奖、分红
奖等多种奖励方式。简单来说，会员
级别从低到高有学员、经理、执行官、
总监、董事、总裁，拉的人头越多，会员
级别越高，得到的麦加币和奖励也就
越多。

去年 12 月，警方得到线索，王某
等人将在山西太原一家酒店召开大
会。去年 12 月 1 日，金坛警方在当地
警方的配合下，将王某等人抓获。经
查，该公司自去年 3 月至 10 月，发展

会员6055人次，收取费用1.3亿元。

揭秘“珺腾”公司及其老板

王某，吉林人，今年 33 岁。王某
起初在上海注册了珺腾文化传播公
司，主要通过“微爱学”APP 做教育培
训，但生意不好。这时，王某想起自己
此前曾接触过的比特币和LEO币，便
想以学习积分的形式引入虚拟货币

“麦加币”。
随后，王某在浙江长兴专门注册

了两家“珺腾”公司，“麦加币”官网也
随之上线。此外，他还在迪拜和香港
都注册了空壳公司，所有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都是王某，其盈利模式就是通
过开大会、集体旅游等方式发展下线。

所谓的“麦加币”只是王某虚构出
来的一个名字。“麦加”是沙特阿拉伯
的一座城市，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王某被抓后交代，他和朋友聊天时正
好说到了这个地名，当时就觉得不错，

“麦加币”也因此而来。
虽然“麦加币”并没有任何实际购

买力，但正是王某等人营造出的这种虚
拟货币迷惑了不少人。投资人在看到
投资的麦加币增长后，很少有提现的要
求，而是追求利滚利，从而越陷越深。

吴同品 坛检

21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新型网络传销：
“麦加币”圈钱上亿元

本报讯 银行卡上莫名多出 1 万余
元，徐女士以为遇到了诈骗，报警求助。
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她之前申请的一
笔贷款到账。因徐女士已不需要这笔
钱，再加上利息过高，民警多番联系，终
于将这笔贷款退回。

8 月 10 日下午，局前街派出所接到
徐女士的报警，称当天她的手机收到银
行短信提醒，说她银行卡收到转账1万余
元。起初，她并没在意，但之后陆续接到
陌生电话，这让徐女士惶恐不安，担心是
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只能报警求助。

民警立即到银行柜台为徐女士调取
汇款记录，发现转账人是一家贷款公司，
徐女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些天她
急需资金周转，银行放款太慢，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找了一家网贷公司，发起了
贷款申请，没想到竟然真的贷款成功了。

“我现在已不需要这笔钱了，而且该
公司的利息过高，这可怎么办？”徐女士
急得满头大汗。民警见状，主动为徐女
士联系贷款公司，经多方沟通，该公司同
意将钱退回，徐女士悬着的心才放下。

（吴同品 孙渊）

银行卡多出万余元
民警助力退回贷款

本报讯 方便、快捷的网上购物愈
来愈流行，但骗局也越来越多。8 月 6
日，郑陆派出所接到市民孙女士的报警，
称自己通过微信转账，网购保健品被骗。

孙女士打算买一款名叫“雄蚕蛾肾
宝胶囊”的保健品给家人吃，她用百度搜
索“雄蚕蛾肾宝胶囊”，随即弹出多个广
告链接，孙女士点击其中一个链接，弹出
的网页上介绍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雄蚕
蛾肾宝胶囊”，不仅价格低廉，而且“通过
国家安全检测，见效快、功效大，安全无
副作用”，让人十分心动。孙女士根据广
告上的电话联系了对方，互加了微信。
对方自称是保健品“专家”，态度很好，接
二连三的专业术语更让孙女士深信不
疑。孙女士称要买10瓶，微信转账给对
方380元，并发送了收货地址。

8 月 6 日，孙女士收到货打开后发
现，只有一瓶包装粗糙的胶囊，和之前网
上看到的差距很大。她怀疑自己上当
了，立马微信联系对方，发现已被拉黑，
遂向郑陆派出所报了警。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吴同品 钱熬生）

轻信“专家”介绍
网购保健品被骗

本报讯 40 多年前，金坛薛埠
的三个村民小组以土地入股林场。
多年后，土地价值攀升，村民要求增
加分红。因年代久远，中间又经历了
土地征用、林场划归公益性质等，近
日，薛埠法庭采用“诉调联动”的方
式，成功化解了双方的矛盾。

1973 年，薛埠方山村三个村民
小组以 500 多亩土地入股林场，村
民每年可分得山草。1995 年，村民
用上了液化气，不再需要山草，分红
也变成了每亩每年 5 元的固定红
利。如今，随着当地旅游开发力度的
加大，土地价值急剧攀升，村民要求
增加分红至每亩每年 200 元，或者
干脆退还林地。可林场称，其所有林
地均已划入公益林地，根本没有能
力支付高额红利。双方协商不成，村
民遂诉至薛埠法庭。

受理此案后，薛埠法庭高度重
视，庭长顾建中亲自承办，多次到林
场、村民小组了解案情，召开通案
会，对村民的诉求进行分析。

第一，村民是否可以退股？早在
2004 年，部分入股山地已被征收，
土地补偿费也已用于职工安置，退
还已不可能。如果退股，山地上的林
木是否要进行折价补偿？

第二，增加红利在法律上是否
可行？村民认为，薛埠现有山地每亩

租金均在 600 元以上，他们要求增
加至每亩 200 元并不算多；林场则
表示，现在林场的土地均被划为公
益林地，没有收入，即使退还村民，
村民也不得随意砍伐林木，不但没
有任何收益，还要履行法定的管理
义务。从法律层面看，有利润才有红
利，如今林场入不敷出，要求增加红
利无法律依据。

林场与村民的纠纷属于历史遗
留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调解。
经过讨论，法庭最终确定了确权、确
利、不确地的调解方案。为妥善化解纠
纷，薛埠法庭组织了由法庭、村民代
表、林场、信访办、司法所、人民调解委
员会相关人员参加的六方调解。最终，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双方按照林
场现有面积比例确认入股比例，总亩
数以实际丈量为准；二、林场在经营期
间每亩每年支付红利15元给村民小
组；三、双方共同商讨林场山地发包、
出租、合作开发等重大事项，如有新收
入另行按股份分配。

顾建中表示，历史遗留问题往
往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法院简单
以此驳回，显然不行，因此，诉前调
解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时点。“诉
调联动”的引入，在保证公平、公正
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吴同品 姚春月）

薛埠法庭“诉调联动”成功化解

40年前入股林场
增加分红生纠纷

本报讯 常州经开区遥观镇以
强化城镇管理薄弱环节为重点，开
展“五整治五提升”百日攻坚行动，
以遥观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为牵头单
位，从家园环境、市容秩序、建筑垃
圾、物料堆场、“僵尸车”及违章建筑
六个方面进行整治，成果初现。

在村庄家园环境整治行动中，
该镇各村（社区）积极开展门前屋
后、背街小巷的乱堆放整治、清运，
清除陈年垃圾、卫生死角，取得明显
成效。至 8 月 11 日，该镇共清理乱
堆放 2574 处，清理河道 77 条，清理
陈年垃圾3927车。

在市容秩序整治行动中，该镇试
行农贸市场管理市场化运作，对观景
苑、剑湖街农贸市场试行管理外包，
提升市场专业化管理水平，解决长期
以来两大市场资产利用效率低、租金
收缴不到位、管理要求不高等问题。
同时，该镇开展镇村乱张贴、乱涂写
限时清理，共清理乱张贴、乱涂写
20000余处，实现重点区域可视范围

内基本无乱贴乱画、小广告。
针对建筑垃圾偷倒严重现象，该

镇实施城管、公安联动，通过夜间巡
查、定点驻守、视频监控等手段，严查
偷倒行为。同时强化舆论监督，借助
微信公众号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共抓
获偷倒行为 47 起。全面清理 232 省
道、武澄路、常遥路以及工业园区等
偷倒重点区域垃圾，清理各类偷倒垃
圾 400 余车。完善城乡渣土运输处
置、审批、工地出入口设置标准，实行
城乡渣土运输一体化管理。

该镇配合“263”专项行动要求
全面开展堆场料场整治，按照“一户
一档”进行拉网式排查，明确 24 处
整治重点，已完成签约 24 家，完成
腾空已搬迁 8 家。经过摸底，该镇辖
区内共有违建 118 家，其中企业违
建 50 家、个人违建 68 家。截至目
前，处理 87 家，其中企业违建 35
家、个人违建 52 家，共拆除违建面
积7000余平方米。

（童华岗 方燕军 任军）

镇村环境百日攻坚——

清理乱堆放2574处
拆违7000余平方米

7 月 28 日，武进区湟里镇河南路发生爆燃事故，这几天，湟里城管中队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执法检查。队员们检查了金鼎路、埠新街、
老街等区域的50多家使用钢瓶燃气的餐饮场所，发现多家餐饮店存在钢瓶
检验过期、压力表失灵等问题，暂扣钢瓶40只并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童华岗 孙妍琪 纪文婷 文/摄

近日，北港街道关工委联合双拥办在外环路消防中队举办了军营体验
活动。30 名青少年、8 位志愿者以及多名社工在消防战士的带领下参观了
执勤消防车、消防器具、官兵们的宿舍及活动场所，活动树立了青少年的强
军爱国梦。 童华岗 朱晶 王翊滔 文/摄

8月8日，溧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
队员在巡查到该市南大街文化新村时，
发现一位迷路的高龄老人。得知老人家
住皇仑村后，一路将其安全护送到家。

小波 居雪飞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