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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站猥亵女童案、重庆姑父猥
亵女童⋯⋯临近开学，女童猥亵案却有
高发趋势，这些新闻让武进区人民检察
院未检科科长许榴琴痛心不已。对她来
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并不陌生，近两年
来，她所在的未检科每年都要办理20余
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其中有一半是猥
亵儿童案。

给7岁女孩喝性药

2013 年 10 月，许榴琴承办了一起
“让她至今想起来都很难过的”性侵未成
年人案件，这也是她接手的第一起类似
案件。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案子发生在国
庆长假期间。”许榴琴介绍，案件受害人
是一名7岁的小女孩。案发时，她正在家
门口跟小伙伴玩。30 出头的刘某本来是
想去嫖娼的，路上发现钱不够，正好看到
她，就以带路为由，让女孩坐上他的电动
车，带着她去买性药，放在饮料里给女孩
喝下，之后将她带到一片空地强奸。

最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但给女孩留下的阴影又何止11年。

大部分是熟人作案

许榴琴告诉记者，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中，大部分是熟人作案。“他们处于对
儿童相对熟悉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
度上掌握着儿童的生活习惯，有的负责
照料儿童的饮食起居，有的可以提供吸
引儿童的物质财富，有的是从小一起长
大的玩伴。”

14 岁的小美（化名）直到怀孕 7 个
月才被母亲发现，而此时距离她被第一
次性侵已长达4年之久。“当小美的父亲
知道这一切竟然是那个经常在一起吃吃
喝喝的老乡干的时，简直就要疯掉了。”

老乡、干爹、姑父甚至于亲身父亲，似
乎不应该被贴上“恶魔”标签。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许榴琴曾经办过一个令人唏嘘
的案件：一名父亲竟对亲生女儿性侵，时
间长达2年。“母亲是知情的，一开始保持
了沉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

性教育越早越好

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为何屡屡发
生？施暴者何以毫无顾忌？

“主要还是监护人未尽有效监护、传
统思想作祟以及性教育缺失等原因造成
的。”许榴琴表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大部分发生在监护人缺失的状态，这类
案件的被害人有不少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孩子在哪、在干嘛、跟哪些人在一
起，有些父母一问三不知。”

上初一的小欣（化名），因为一些小事
离家出走，短短几天内遭到闺蜜男朋友在
内的4名男子的强奸以及轮奸。事后小欣
没报警，回家后其父母也没有多加过问离
家期间去了哪。“无论多忙，家长一定要看
好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交友状
况。”许榴琴说。未成年人年幼，智力发育
不全及社会经验空白使其容易轻信犯罪
分子，加之从家庭、学校和社会接受的自
我保护教育和性教育存在一定空白，对性
存在好奇，从而成为性侵害案件的被害

人，甚至成为多次被伤害的被害人。“性教
育越早越好，而且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通
过不同方式进行。”许榴琴表示。

武进护蕾在行动

2013年起，在武进区人民检察院的
推动下，法院、公安、教育、司法、团委、妇
联联合开展“护蕾”专项行动。该院每年
都会开办50余节法制课堂，将真实发生
的案例改编成一个个有针对性的小故
事，深入校园、乡镇、社区，向孩子、老师、
家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醒孩子增强
自护意识，提示家长、老师要尽早为孩子
构建“身体隐私”的概念，对他们加强监
管，守护好孩子防范性侵犯的第一防线。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受害
人，检察官们会持续了解她们的近况和
需要，为她们提供心理辅导以及法律援
助，必要时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我
们只有一个宗旨，不要让幼小的心灵留
下阴霾，更不会让任何罪恶被放纵。”许
榴琴说。 童华岗 夏丹

每年办理20余起性侵未成年人案

女检察官呼吁：性教育不能缺位

金坛区薛埠镇山蓬村，与溧阳市
相邻，区域内土地资源丰富、肥沃，茶
叶种植广泛，在薛埠镇有“茶业专业
村 ”之 称 。 近 日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6606666接到山蓬村村民的反映，去
年底在山蓬村租地种植苗木的赵某在
承租地内搭建猪舍，养了七八百头猪，
今年 7 月养猪废水进入山蓬村的灌溉
渠，甚至还毒死了数百斤鱼。

来电村民告诉记者，七八月份正
值水稻灌溉时节，可用来浇灌 200 多
亩田地的山蓬河水却被严重污染，河
水发黑发臭，导致污染的源头，是一家
大型养猪场，废水疑似直排山蓬河。
村民曾多次向山蓬村委反映情况，却
被告知猪舍属于违建理应拆除，但猪
舍位置刚好在与山蓬村搭界的指前镇
解放村，村、镇两级除了上报也没其他
办法。目前，这些猪还在苗圃里，村民
盼望能早日拆除猪舍，消除污染。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山蓬村实地
了解情况。在村北的下庄河旁一条村
道上，几位村民带记者看了东西向的
一条水泥灌溉渠，渠道已经快见底，但
仍能闻到一股臭味，底部有一层黑乎
乎的东西。“这几天下了好几场雨，渠
道怎么反而快见底？”见记者提问，村
民带记者来到丘陵脚下的一条沟渠，
这里汩汩山水流淌正欢，但通往灌溉
渠的阀口却被人用水泥封死。村民们

说，养猪场就在这条沟渠的上方，直线
距离不到 200 米，他们怀疑这个阀口
是养猪场的人封的。7 月的一天，养
猪场的废水突然侵袭灌溉渠，灌溉渠
里满是黑乎乎、臭熏熏的污物，根本无
法灌溉。一位村民在河塘养的鱼，也
因此死了 300 多斤。村民说，养猪场
的负责人是一位花木老板，姓赵，在山
蓬村和隔壁的解放村都租用了土地，
作为苗圃基地。去年底今年初，不知
怎么就在苗圃基地里大兴土木，建设
了两处大规模的猪舍用于养猪。7 月
污染事件后，至今没有给村民们一个
说法。

在山蓬村委会，一位村干部证实
了村民们的说法。他拿出行政区划图
告诉记者，赵某养猪的地方恰好位于
解放村伸进山蓬村的一个“角”上，已
不属于薛埠镇管辖。据其了解，这个
养猪场应该是没有手续的，但具体的
查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随后，记者驱车从一个挂有“某某
苗圃基地”牌子的大门处进入这个养
猪场，向东行驶不到百米，就能看到一
排猪舍，再向东行驶一百多米，又能看
到一个大型猪舍，猪舍内有一些体型
不大的生猪。在这个苗圃基地，沿路
能看到堆放着不少预制板、彩钢瓦板
等建筑材料，记者驱车在基地绕了一
圈，并未发现一个工人。不过，虽然养

了不少猪，记者在苗圃内却没有闻到
异味，只在猪舍附近闻到些臭味。

记者从指前镇环保科、金坛区环
境监察大队四中队了解到，7 月底环
境执法人员接到举报，负责指前镇的
四中队联合薛埠环保监察中队对该养
猪场进行了调查，由于赵某无法提供
环保手续，已经被立案查处。8 月 4
日，四中队环境执法人员再次赶到这
家养猪场，对相关人员做了笔录。指
前镇环保科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养猪
场的位置属于适养区，并非禁养区或
限养区，但也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目
前他们掌握的情况是，养猪场既没有
畜牧部门的许可手续，也没有环评手
续。

四中队邓队长告诉记者，当时执
法人员发现生猪存栏量约 700 头，且
没有相关审批手续，已立案查处。“当
时看到有一个大的废水池，赵某称主
要是为了种养结合。”邓队长说，平时
赵某用塑料管、泵将养猪废水抽上山，
给 200 多亩林木施肥，并不排入河
道。但 7 月份有一次下大雨，导致废
水池满溢，的确有废水进入了山蓬村
的灌溉渠，赵某发现后让人抽回了一
部分。邓队长表示，不管何种用途，养
猪场肯定要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如果
没有手续，肯定办不下去。

童华岗

金坛区指前镇

无证养猪场污染农田灌溉渠

本报讯 8 月 12 日下午，市民胡阿
姨到兰陵一家银行汇款，因为粗心，忘记
点击确认，5600 元留在了 ATM 机内。
幸好在她后面取钱的徐女士拾金不昧，
报了警，这才物归原主。

当天，胡阿姨进行无卡无折汇款，前
面所有步骤操作完后就急急忙忙走了，
忘了进行最后一步确认。没多久，徐女
士到这个 ATM 机里取钱。当她把卡插
进去，什么都还没输入，出钞口却打开
了，里面整整齐齐躺着一沓钱。徐女士
把钱取出来后，点了一下有 5600 元，于
是报警。

银行工作人员通过监控以及取款机
中的信息，很快联系到了胡阿姨。次日，
胡阿姨赶到派出所把钱取了回去，请求
警方一定要代为向徐女士道谢。

（吴同品 白云明）

汇款忘确认
5600元留机口

本报讯 8月19日晚8时45分
许，溧阳境内突然雷电交加，狂风肆
虐，暴雨倾盆，瞬时造成公路路面积
水、绿化倾倒、沿线标志标牌等附属设
施受损，严重影响了公路的正常通行。

情况紧急，溧阳市公路部门立
即调配 12 台路政巡查车，28 名路
政执法、养护作业人员连夜上路，分
头对境内的 104 国道，241、239、
341 省道以及城东大道、中关村大

道、北山片、东园线等所有道路进行
巡查，发现多处险情：241 省道平桥
集镇段施工围挡被风吹倒；239 省
道河定桥施工路段隔离墩错位；东
园线有多棵大树倒伏在路面。

工作人员连夜处置，截至20日
凌晨 2:00，市域管辖公路全部巡查
完毕，13 处路险情全部得到妥善处
理，保障了公路的安全畅通。

（芮伟芬 张国芳）

狂风暴雨突袭
连夜清障保畅通

本报讯 8 月 17 日中午，一辆
溧阳发往上海的班车驶至无锡路段
时，一名女乘客突发哮喘，危险时
刻，溧阳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司机邓
华冷静安排急救，最终使女乘客情
绪平静下来，顺利等到急救车赶到。

当天中午 12 点 40 分左右，牌
号为苏 DLF722 的溧阳市公路运输
有限公司长途班车驶至无锡路段
时，忽然车内一名中年妇女气喘吁
吁地要求停车，说是身体快撑不住
了。驾驶员邓华一边安慰她，一边
安排乘客呼叫 120。15 分钟后，他
将车驶入了阳澄湖服务区。

将车停稳后，邓师傅让乘客们
先下车休息，自己则倒了一杯纯净
水端给患病妇女，安慰她不要着急，
救护车很快就会到，并用她的手机
联系她的家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的女乘客情绪慢慢放松，呼吸逐渐
均匀起来。没一会儿急救护车就赶
到了，邓师傅帮女乘客拿好行李，和
医护人员一起用担架将她送上了救
护车。

事后了解到，该女乘客是从溧
阳去上海看女儿，途中哮喘发作，因
抢 救 及 时 ，目 前 已 转 危 为 安 。

（芮伟芬 谢泉平 沈杰 高永宏）

乘客途中发病
司机冷静急救

本报讯 8 月 19 日凌晨 3 时 50
分左右，天宁区郑陆镇五陈村胡家头
一民房突然发生坍塌事故，3 人被不
同程度埋压，情况十分紧急。

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到场救援。
坍塌的是 2 间毗邻的民房，现场一片
废墟，废墟上方有过火痕迹，不时飘出
白烟，村民焦急地称有 3 人被埋。消
防员立即出水扫射冷却降温并搜救被
困人员。

4 时左右，搜救组在瓦砾和一根

横梁下方发现一名被困男子，其生命
体征平稳。消防官兵立即徒手扒开
上方瓦砾，但由于几根折断横梁死死
压在男子身上，男子一时间无法脱
身。消防员立即动用小型切割机将
横梁钢筋剪断，几名消防员合力将横
梁移开，腾出救援空间。4 时 30 分左
右，该男子被顺利救出，送往医院救
治。

5 时左右，官兵探到一块楼板下
方有生命迹象，楼板横在断梁上方，幸

运地“保护”了被困者。消防官兵立即
用绳索牵引将楼板整体移开，半小时
后，成功将第二名被埋压的女子顺利
救出。7 时左右，一名被困的老太也
成功获救。

目前，第一、第二名被救者生命体
征平稳，没有大碍，第三名被救出的老
太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坍塌原因
疑似液化气钢瓶泄漏引发爆炸导致。
具体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芮伟芬 肖轩 文/摄）

疑似液化气钢瓶泄漏引发爆炸导致，一老太不幸身亡

凌晨房屋坍塌 3人遭埋压

本报讯 随着东大门建设步伐
加快，建筑垃圾偷倒行为也日渐猖
獗，经开区对此打击力度也在不断
加大。近日，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横山桥中队就联合交警、公安、
村委（社区）开展了多次专项行动。

8 月 20 日，蹲守在横山桥镇芙
蓉双庙村的渣土执勤队员发现，双
庙村养猪场附近一条小路上开来两
辆满载建筑垃圾的农用车，“抛洒滴
漏”现象严重。执勤队员根据现场
情况判断，两辆农用车很可能是到

该村委高铁沿线偷倒垃圾的，于是
便远远跟着，跟了一段路后，那两辆
农用车拐入了一条死路，这条路恰
恰是偷倒垃圾多发地。

队员立即将执法车停在小路入
口处，同时电话联系双庙村委、交警
中队和派出所。不到 20 分钟，公
安、交警、村委的工作人员都到了现
场，交警暂扣了偷倒车辆，民警将两
个偷倒者带回派出所。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处理中。

（童华岗 汤艾东 任军）

城管队员智擒偷倒垃圾者

本报讯 8月19日下午18点左右，
新北区西夏墅河南大街一男子掉进井里
不幸身亡，疑似洗衣时不小心跌入。

消防官兵接警到场时，发现井口很
小，很难施展营救，最后只能采取传统办
法，一名身材较为瘦小的队员下到井中，
用绳索绑住落水男子的脚部，将他拉了
上来。遗憾的是，该男子被救上时已无
生命体征。

据了解，落水男子是四川人，来常州
务工。村民们分析该男子应该是在井边
洗衣服，失足掉入井中，其房东表示吃午
饭的时候就没有看见该男子，他老婆下午
下班回来看到衣服在井边上，把井盖掀起
来，看到脚浮在水面，急得大喊救命。

目前意外原因还在调查中。
（芮伟芬 肖轩）

男子洗衣
落井身亡

本报讯 想发财致富，还得保持理
性心态。如今，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发财
致富之名，行招摇撞骗之实。8 月 17 日
下午 3 点，青龙派出所接到市民罗先生
报警，称他加入了一个“致富群”，被骗了
7000元。

今年 6 月，罗先生经朋友介绍加入
了一个名为“发财致富中国梦酒”的微信
群。群主称，这是个做“洋河酒”的群，

“洋河酒厂”有个股票分红项目一共只有
50 万股，每股 300 元，每推荐一人买股
就可以额外得到每股50元的分红。

罗先生第一次尝试购买了 3 股 600
元，对方还送了他一箱洋河酒。尝到甜
头的罗先生便又通过微信支付分3次向
对方购买21股，价值6300元，但是始终
没有收到承诺的分红。后来，他再通过
微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微信群已解
散。目前，此案在进一步侦查中。

（吴同品 范文澜）

加入致富群
被骗7000元

本报讯 8 月 13 日下午 3 点，
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丁堰中队
城管队员纪榴伟、朱晓华、朱勇开车
巡查至五一路时，发现道路前方一
辆行驶中的挂车上有一根钢管垂直
插向地面，与地面接触摩擦，火星四
溅，犹如“电车”一般，如不立即阻
止，火星与车辆燃油接触，后果不堪
设想。

3 名队员在五一路与丁剑路路
口叫停了这辆挂车。纪榴伟爬上挂
车查看，朱晓华向驾驶员说明情况，

驾驶员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经
查，原来，挂车车厢有一个破洞，钢
管从该破洞插向地面。纪榴伟试图
把钢管拔出，但钢管发烫且卡紧，无
法取出。朱晓华立即到附近小店取
来一桶水，倒在钢管上降温，然后，
3 人用自备的撬棒将钢管一点点往
上撬，经过一番努力，才把钢管从破
洞中取出。城管队员再三叮嘱司机
先用东西将破洞填住、立即找地方
修补后，又投入到巡查工作中。

（童华岗 毛志超）

巡逻发现“电车”
城管及时排险

“管大爷，今天在家呢，有件事
想和你说一下！”

“嗯，啥事呀？”
“昨天你不在家，你门前的这棵

扁豆藤已经顺着电杆拉线长到上面
的架空线了，刮风下雨时会形成接
地短路故障影响供电。我把它割了，
这是给你的赔偿。”8 月 17 日一大
早，溧阳市供电公司埭头供电所运
维采集班长马志军就来到埭头镇后
六村村民管金福家，向其解释并递
上一张面额20元的钞票。

原来，8月16日上午，马志军在
该村巡视低压线路时，发现管金福门
前的一棵扁豆藤已长到电杆顶部。本
想先告知再清除，可是管大爷不在
家，他只好先将扁豆割断以免危及到
线路的正常运行。第二天，他特意赶
了个早，赶到管大爷家送上扁豆钱，
希望其原谅自己的“先斩后奏”。

得知缘由，管大爷坚决不肯收
钱，马志军只得将钱迅速放在管大
爷家的窗台上，转身快速离开。

童华岗 陈建明 彭迪

“买”扁豆

8 月 18 日上午，溧阳市公路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清理 104 国道芜申线公
路大桥下的建筑垃圾和乱堆放，清理后，在大桥下安装隔离栅。

长期以来，部分公路桥下空间成为一些人非法堆放废品、易燃物品的场
所甚至违章搭建饲养畜禽，既不安全，也不文明。7 月份以来，溧阳市公路
管理处对全市辖区公路桥梁的桥下空间进行安全大检查，对 7 座有乱堆放
的予以强制清空整治。 谢泉平 芮伟芬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