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日报编辑中心主办 编辑：王益芳 李鹏 组版:万秋霞 校对:史文婷 A3常州新闻 社会·现场

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我只是个普通人，有些事情干了
就干了，没必要多提。既然做法援，就
要有牺牲的准备。”江苏剑南律师事务
所主任姜建南说。去年，他做了胃切
除手术，虽然已减少了工作量，但只要
有困难群众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还是
会耐心接受咨询。

姜建南这个法援律师，已经干了
31年。在他看来，做好法援律师，办
案时一定要讲法，但与有血有肉的受
援对象交往，又不能只讲法，还要讲
理、用情。

姜建南默默资助着一名曾经的法
援对象，至今已23年，让失去父亲的
孩子重获温暖。23年前，小陈的父亲
因为工伤去世。姜建南作为指派的法
援律师，不仅用了2年时间，为小陈的
爷爷奶奶争取到18万余元的赔偿，还
开始默默资助起小陈，从生活到学业，
全方位地关心资助着小陈。小陈本科
专业的选择和读研、读博深造，都是在
姜建南的鼓励和指导下完成的。

“做法律援助律师，要常怀怜悯之
心、常念体恤之情。”这是姜建南常常会
对自己说的话。法援案子的结果，往往
与法援律师的“尽力”有很大关系。

邵某已离婚十余年，靠低保和捡

废品贴补家用，带着小女儿独自生
活。在这种状况下，邵某多次“捡回”
某公司的消防器材，价值近万元。事
发后，她被以盗窃罪提起诉讼。

姜建南成为其法援律师后，第一
时间与法院沟通联系，制作阅卷笔录，
分析案情，并及时到看守所进行会见，
详细了解案件的经过。他发现，邵某

没有前科，且有认罪及自首的情节，因
为经济状况而没有能力认罚，加上患
有多种疾病，不适合收监。为此，姜建
南根据案情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大量的
工作，并多次到被害人单位沟通，终于
在庭审前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书。
邵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本来，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

容易了。但在结案后的回访中，姜建
南发现，邵某女儿的眼神中充满了自
卑和对母亲的埋怨。他语重心长地开
导孩子，还给孩子送去了学习用品。

像这样在委托范围之外力所能
及的事情，姜建南总是主动为受援
者着想。

受援人咸某在上班途中被小型客
车撞伤，造成肋骨骨折，双肺挫裂伤及
双膝软组织挫伤。住院17天花去医
药费1万多元，小客车驾驶者却拒绝
赔偿。咸某是外地来常务工人员，文
化程度不高，经济非常困难，此次交通
事故可谓雪上加霜。姜建南在接到指
派后，立即对案件进行调查。面对既
不识字，法律知识又匮乏的咸某，姜建
南不厌其烦地与他沟通。期间，咸某
因费用问题拒绝做伤残鉴定。最终，
在姜建南的劝说下改变主意，被鉴定
为构成九级伤残。签收判决书后，姜
建南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联系，帮助
咸某办理手续。同时与肇事者联系，
亲自监督交接赔偿款近2000元，10
天后，保险公司的赔偿款14.5万元也
到账了。至此，咸某在判决中所载明
的所有赔偿款项全部执行到位。

杨幼松 王淑君图文报道

姜建南：这个法援律师讲法也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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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宇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3204110928206，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周芹遗失19765678号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声明作废。

△熊丽遗失CZZJCD201801566三级律

师证，声明作废。

△吴俊明遗失JSNJ11001642号保险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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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盾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江苏尚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0-4

03月15日07:30-16:00停电：10kV昆
仑线盛鹏纺织B1736开关至联合汽车C1806
开关（停电范围：博双塑料、富沃电器、茶鑫纺
织等百丈、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清江线全线（停电范围：力福格医
疗用品、金汇铝板带、铭腾塑业等百丈、三井、
河海、薛家等相关地段）；

03月16日23:30-03月17日04:30停
电：10kV双马线蔡家头路1号环网柜：双马线
出线1120开关至百德林C1072开关（停电范
围：宣胜金属科技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3月16日07:30-17:00停电：10kV奔
镇线30号杆至宏峰楼B1274开关（停电范围：
中国电信股份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3月17日07:45-13:30停电：20kV德
宝线东港三路#1环网柜：德宝线21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华科聚合物股份、博海威医药科
技股份、安邦物流股份等三井、春江等相关地
段）；

03月18日07:00-14:30停电：10kV财
经线元财经G1373开关至月季路#2环网柜：
财经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五星钢化玻璃、
山崎技术开发中心、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五星、
花园等相关地段）；

07:45-15:00停电：10kV翠竹线新堂路
#11环网柜：故园里配电所支1130开关后段、
飞龙东路#11环网柜：故园17幢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翠竹新村部分、故园里部分、
光明塑料等红梅、北环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3月12日10:30-12:30停电：10kV白

荡线安全局配变；
03月18日08:30-11:30停电：10kV常

青线科研开关支线41号杆洋岐路灯支线1号
杆耐张搭头；

03月19日08:00-12:30停电：10kV
柳墅线白莲浜支线1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8:30-11:30停电：10kV丽中线蒋家
庄东村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汤新线 4号

杆支线侧。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
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
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
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销户公示
由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常州市龙虎塘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

公示（公示期：2021年3月10日至4月

9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新北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映，联

系电话：0519-85127170。

减资公告
江苏阿道夫公路特种养护工程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12323808071J），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3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江苏阿道夫公路特种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3月9日

江苏智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3月10日股东会决议，江苏智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50000万元减至145423.14万元，现拟于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江苏智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3月9日下午，茶山街道人民家园社区联合浦前中心小学开展植树节活动。孩子们亲手种下树苗、拎水浇水，为创
建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潘玉成 芮伟芬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进入理想的
学校，一些家长煞费苦心，四处找关系
通路子，却不想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男子杨某假扮民警，谎称认识教
育局领导，能安排孩子转学，短短两个
月，就以打点关系为由，骗了家长18
万余元。近日，杨某因涉嫌招摇撞骗
罪，被移送天宁检察院审查起诉。

去年5月初，常州的萧先生在出
差成都的一次饭局上认识了杨某。杨
某自称是成都公安某分局民警，两人
聊得投缘，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萧
先生和杨某又单独吃过几次饭。闲聊
中得知，杨某在公安系统认识很多人，
和教育局副局长也熟悉。

想到自己成都的朋友小唐正在
为孩子转学的事犯愁，萧先生便咨
询杨某，希望杨某能帮忙通通路
子。杨某爽快答应帮忙，还让萧先
生把小唐孩子的学籍证明和户口本
等资料发给他。萧先生也应小唐要
求，提了几所希望转入的学校。杨
某当场表示可以牵线搭桥，但要收
取25万元左右的打点费，如果事情
没办妥可以退钱。

2020年6月的一天，萧先生带着
小唐按约定在某茶室和杨某见面，商
谈转学事宜。当天，杨某穿着一件蓝
色短袖警服，警号肩章一应齐全，让
萧先生和小唐放下了戒备之心，对杨

某提出预先支取10万元用于打点的
要求也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没过几
天，10万元钱就转进了杨某的银行
账户。此时，杨某又提出需要10条
香烟送领导，萧先生也照办了。一星
期后，已经回到常州的萧先生接到杨
某的电话报喜，称小唐孩子转学的事
已经有眉目了，让萧先生再通知小唐
支付8万元打点费，好趁热打铁上下
疏通把这事敲定下来。小唐二话没
说打了款。

转眼到了7月，再也没等到杨某
消息的萧先生和小唐有些急了。电
话一问，杨某竟称情况有变，之前给
的打点费远远不够，要拿到入学通知
还得加价。如此高昂的费用让小唐
望而却步，小唐思量再三决定放弃孩
子转学的念头，让杨某退钱。可杨某
从7月一直拖到10月，一分钱都没有
退。萧先生每次联系杨某，他总找各
种理由推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萧先生这才发现自己遇上了骗子，遂
报警。

经查，杨某没有正经工作，也无任
何在教育局的关系，只是利用家长为
孩子上学找关系的心理骗取钱财，“警
服”等装备都是网购的。这段时间里，
杨某用骗来的钱逍遥自在，已将18万
元挥霍一空。
（蒋丽娇 牟海峰 邓一开 尹梦真）

谎称可安排转学 假警察行骗被抓

本报讯 近日，百丈派出所破获
一起偷开机动车案件，两名20岁左右
的男子将路边的一辆面包车开出小
区，到百丈街上吃了晚饭，再一路兜风
到魏村。两人返回想将车子停到原处
时，先不慎撞到路边一辆汽车，后又撞
到了树上。

3月 1日早晨7点，百丈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辖区内某小区单元楼下
刘某停放的汽车被撞。民警在处警
中再次接到报警，称车子是邻居家的
面包车撞的，但车主周某拒不承认自
己前一晚开过车，希望民警能够帮助
调查一下。

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民警通过监控
查看涉事车辆轨迹，很快有了惊人发现：
2月28日傍晚6点，该面包车驶出小区，
开车的显然不是车主周某，是一张年轻
的脸。民警很快锁定2名嫌疑人身份，
并通知他们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3月2日，涉案嫌疑人王某、高某到
派出所接受询问。据王某交代，今年初，
他误将周某的车认作其叔叔的车，发现
车门未锁，钥匙未拔，便将钥匙拔掉准备
交给叔叔。等到发现自己拔错钥匙后，
便将钥匙偷偷收了起来，交给朋友高某
保管。2月28日晚，王某和高某约了在
自家楼下集合，发现自己拔掉车钥匙的

那辆车停在路边，便萌生了开车的想
法。两人一拍即合，将车一路开到了魏
村。其间，两人还给车加了油。当晚9
点多，两人轮换着将车开回了百丈。当
王某将车开进小区后，发现原先的停车
位上已停了车，就绕道寻找位置停车。
没想到，王某因为没有踩住刹车撞上了
一辆黑色轿车，慌乱中，王某倒车又撞到
树上。为了不被发现，王某停车后将车
钥匙扔进了马路边的草丛里。

目前，王某、高某均被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两人的家人对被撞车辆进行了
赔偿。

（李文霞 汪磊）

偷开他人面包车 撞车撞树受处罚

本报讯 “看到小孩在河里，哪来
得及多想啊，救人要紧。”昨天，向记者
说起前几天跳河救人的事，71岁的溧
阳人潘和林很平静。

潘和林是溧阳市上黄镇周山村
村民。3月4日下午5点左右，他骑
着三轮车从村西头经过，突然看到
80多岁的邻居老太指着河里大喊：

“快点！快点！”他心想肯定有事，便
加快骑到河边，只见一个穿红色羽
绒服的小女孩漂在河中央，离码头
约有6米。

此时，码头边没有其他人，潘和林
来不及多想，衣服都没脱，便跳下河
去。河水冰凉，他觉得浑身一阵刺痛，
手脚顿时有些麻木，下意识地伸了伸
腿，发现着不到地。可能因为太过寒
冷，孩子无力挣扎，哭声微弱。潘和林

奋力划水游到孩子身后，用力踩水，将
孩子一点点推向河岸。10多分钟后，
在体力快透支时，他终于把孩子推到
了岸边。此时，已有不少村民闻讯赶
到，将他俩拉了上来。

上岸后冷风一吹，潘和林更觉得
冰冷入骨。看到热心村民抱着小女孩
去换衣服，他也赶紧跑回了家。这时，
他才发现，因为太过着急，手机没有从
裤袋里拿出，已经浸水损坏了。

被救的小女孩姓杨，今年6岁，家
住村西头。当天，孩子在放学路上到
码头边玩，不小心滑了下去。要不是
潘和林及时相救，后果不堪设想。之
后，女孩的爷爷奶奶带着礼物等多次
向潘和林道谢，都被潘和林婉言谢绝：

“我救人不是为了钱。”
（芮伟芬 许静 黄和福）

七旬老人勇救落水儿童

本报讯 当前正值春运尾声，一些
跨市返常的“黑车”又活跃起来。近日，
我市交通执法部门查获一辆通过微信群
揽客的“黑车”。

3月4日上午，市交通执法支队机
动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有“黑车”从滨
海接送旅客返常。执法人员立即在薛
家、龙虎塘高速道口进行部署。中午
11 点 20 分 左 右 ，嫌 疑 车 辆 苏 J/
V21××出现在薛家高速口，执法人员
随即控制现场，对该车进行检查。执法
人员打开车门发现，这辆核载7人的车
里竟挤了9个人。

面对乘客付款记录的铁证，一直
抵赖的驾驶员才道出实情。原来，刘
某从事盐城滨海往返常州已有半年左
右。他每天会在多个微信老乡群里发
布信息，有出行需要的老乡便会联系
他，如果人少，他把客源给其他同伙拼
车，如果人多，就自己跑。虽然知道违
法，但因来钱快，刘某始终没有收手。
眼看春运期间“生意”特别好，刘某更
不惜加座超员。

目前，该车因涉嫌未经许可从事客
运经营运输，已被暂扣，交通执法部门将
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针对驾驶员刘
某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已移交公安交
警部门作另案处理。

（卜寿明 杨鑫 黄洁璐）

非法营运还超载
“黑车”被两部门处罚

本报讯 快递小哥马某取了快
递后赶着送货，丝毫没有发现一包快
递在途中颠落。3月 3日上午，接到
104国道溧阳收费站员工的来电时，
他后怕地称，要是弄丢了货，几个月
就白干了。

当天上午10点，104国道溧阳收
费站员工叶青发现，第八道口减速带
上有一个大包裹，靠近后看到是一个
大的编织袋，里面装着30多个快递包
裹。他立即将包裹挪到安全处，按照快
递盒上的订单编号查询。几经周折，找

到了快递员马某的手机号。电话接通，
马某还以为遇到了骗子，直到叶青描
述了包裹特征，他核对后才发现，包裹
确实掉了，急忙赶到收费站领取。

马某称，当天上午，他送完104国
道收费站旁边钢材市场区域的快递
后，赶着去万达附近送货，因包裹较
多，便都绑在了车顶上，可能途中颠簸
导致绳索松动而掉落，“幸好接到你们
的电话，不然可倒大霉了，遗失的包裹
都要我自己赔，几个月就白干了。”

（谢泉平 陈林霞 芮伟芬）

快递太多绑车顶 颠落半途竟不知

本报讯 一粒成本仅 3角的胶
囊，几经倒手包装，成为微商手中几十
元一粒的“网红”减肥药。近日，被告
人杨某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被武进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216万元。

前两年，不少微商开始吆喝起一
类胶囊减肥药。这类减肥药虽然包装
价格有所不同，但服用后的效果一模
一样：能迅速减重，但身体明显感到不
适，轻者口干、失眠，严重的会感到头
晕、厌食、心跳加速。

接连接到报案后，民警盯上了
这几款微商热卖的“减肥胶囊”。取

样送检鉴定后，民警发现，这些减肥胶
囊中竟然含有西布曲明，这是早就被
我国禁止生产销售的减肥药成分。民
警循线调查，很快将代理这几款违禁
减肥药的王某抓获，继而抓获向其供
货的杨某。

50岁的杨某曾在一所技工学校任
教，2017年辞职经商，开了一家医药公
司。见减肥市场火爆，加上大致了解减
肥药的原理与成分，他便打算自制胶囊
销售。起初，他选择了纯中药成分的药
剂粉末配制成胶囊，但因见效慢，市场
反应并不好。他知道西布曲明可用于
治疗肥胖症，有很多副作用，甚至会引

起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等一系列不
良反应。但“利”字当前，他选择了铤而
走险。通过非法渠道大量购入西布曲
明，与中药粉末进行混合，在家中完成
胶囊的灌制后，将散装胶囊出售给全国
各级代理。这些代理再对这些胶囊进
行二次包装。由此，一粒成本仅3角的
违禁胶囊，摇身成为每瓶上百元的“网
红减肥药”。

案发时，民警从杨某的生产现场查
获减肥胶囊共20万粒，价值11万余元，
最终认定，杨某生产、销售含有西布曲明
的减肥胶囊共96万余元。

（夏丹 王文韬 尹梦真）

卖网红减肥胶囊 微商获刑十年半
明知是“禁药”，还往里边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