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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员将老汉从泥里挖出

天宁法院一纸“离婚证明”，解难言之隐
市中院已要求其他基层法院借鉴推广这种细心服务

离婚判决书上有很多个人隐私，但卖房、办贷、办签证时又要用到它

本报讯“我跟前妻的离婚判决书
内容非常详细，涉及个人隐私。而现在
卖房、出国都要出具婚姻状况证明，我
实在不想把判决书拿出来，怎么办？”
近日，市民朱先生在网上发帖诉说自
己的苦恼。4月17日，常州晚报记者
从天宁区法院获悉，经该院判决的离
异双方，可单独向天宁区法院申请出
具“离婚证明书”，持“离婚证明书”办
理购房、出国等事务，不仅可以证明婚
姻状况，还无需担心隐私外泄。目前，
这一做法已准备在全市法院推广。
在我国，离婚有两种方法，一是协

议离婚，双方到民政局登记，领取离婚
证；二是诉讼离婚，双方到法院打官

司，由法院下发判决书或调解书。但经
法院判决离婚的，没有离婚证。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务都要提
供婚姻状况证明，比如卖房、办贷、办
签证等。而与民政部门颁发的离婚证
上，只写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登记”
不同，法院出具的判决书中，对离婚
双方之前的婚姻状况，离婚原因、财
产分割、孩子抚养等情况都会详细录
入，特别是当事人在庭审中毫不留情
揭露对方的错失，往往会涉及双方个
人隐私，这就给离婚双方在一些社
会、经济活动中带来很大的烦恼。
今年1月，天宁区法院专门出台了

《关于审理家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

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为保护个人隐
私，可以在法院作出解除婚姻关系的
裁判后，向法院申请出具离婚证明书，
提出申请后5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当
事人凭“离婚证明书”，就可代替离婚判
决书办理卖房、办贷、办签证等事项。

市中院少年和家事综合审判庭
庭长吕捷认为，离婚证明书就是法律
证明文书，既可以证明当事人的婚姻
状态，又很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个人
隐私，弥补了判决书的不足。吕捷告
诉记者，目前，天宁区法院的这一做
法已得到市中院的认可。中院已发文
让其他基层法院，都借鉴推广天宁区
法院的这一做法。 "天法 殷益峰#

买桥人主动将6块古桥构件送还
春江镇古桥被卖事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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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曾经报道，春江镇一座200多
年历史的古桥，被村干部卖了。常州
晚报记者昨日获悉，在当地文管部门
协调下，4月17日，买桥的村民朱先
生，主动将之前运走的6块古桥构件
送还。
“要不是朱先生，这座古桥早就

被人买走了，”提起春江镇钱家桥村
的那座古石桥，村民们都这样说。原
来这座古石桥陪伴村民200多年，却
在2012年时，差点被一家拆迁公司
买走。作为钱家桥村村民，朱先生怕

这座古石桥流入外地人之手，主动向
村里买下古石桥准备异地保护。可没
想到这座古石桥居然是当地文管部
门核定的文物，不能私自买卖。

本想买下好好保护的，没想到
一不小心触犯了法律，这令朱先生
左右为难。最终，在当地文管部门努
力协调下，终于做通了朱先生的工
作。朱先生决定将古桥送还给文管
部门。

朱先生对此表示，自己当初决定
买下古桥时，确实不知它是文物，仅
仅是对它有感情，想好好保护。“我从

小在村里长大，几乎天天从古石桥上
过，现在村子没了，古桥被破坏，就是
想买下来好好保护一下，”朱先生说，
通过这件事他也学到了有关文物的
法律知识。对这样的结果，他自己也
很满意。

记者从当地文管部门获悉，之前
曾考虑将古石桥整体移建至春江镇
文化站，建成旱桥保护。后来邀请了
文保专家实地对这座古石桥进行查
看，专家认为原址保护价值较高。到
底采取哪种方式能更好保护，目前还
在进一步论证中。 "殷益峰$

今年第一次行动：抓蛇
天一热，消防队员又要四处奔波“捉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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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零点30分左右，钟楼区永红街
道白荡村委方家村，一住户家中
突然窜出一条菜花蛇。20日，记
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这是今年
他们抓到的第一条蛇，也拉开了
今年“消防抓动物季”的大幕。

据户主张女士说，她家是做
酿酒的，工序比较多，因此到深夜
还在开锅蒸米。就在她打开米缸
准备取米时，突然发现缸边游出
了一条蛇，把她吓得舀米勺都掉
了，连忙躲到一边报警求助。

光华路消防中队赶到后，发
现这条菜花蛇有1.5米长，缩在米
缸旁的空隙里，见到有人靠近，还
缩成一团摆出进攻姿势。消防官
兵使用捕蛇器，先把蛇身固定住，

再按住蛇头，将蛇装进塑料袋里
后，带到野外去放生了。

据消防部门介绍，这是今年
接到的第一起抓动物求助，而每
年4月下旬以后，随着雨水增多，
天气逐渐转暖，动物也渐渐活跃
起来，时不时就会跑进居民家里
去晃荡一圈。去年，消防队员抓过
蛇、摘过马蜂窝，这两类情况占到
总求助的90%以上，此外消防队
员还抓过黄鼠狼、孔雀，救过被捕
鼠夹夹住的猫，爬上屋顶的狗，被
绳子勒紧的牛等。

消防部门称，随着4月下旬
以来，天气逐渐转暖，鼠蚁蛇虫的
活动也频繁起来，今年的“消防抓
动物季”也正式开始了。

%徐钏 舒翼 文 徐钏 摄$

通过传回的照片，民警将他解救
小伙误入传销组织，发微信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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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堂弟小许发来的微信，得知小许来
常州找工作，却误入一个传销组织。
接警后，红梅派出所民警通过微信和
小许联系，并从小许传回的位置定
位，及图片中窗口的一双帆布鞋。民
警找到了传销窝点，将小许和其他
10多名受害人解救出来。

4月14日晚，许先生急匆匆来
到红梅派出所报警，说他收到了杭州
堂弟小许的微信，向他求救：“哥，我
在常州误进了传销组织，快叫警察，
救我！”民警看到，消息后还附上了一
张百度定位的地图。小许还提醒民警
不要拨打他的电话，说有人监视。

很快，民警和许先生一起来到定
位的区域进行搜索。然而，由于定位
范围模糊，没有明显的参照物，加上
夜间光线太暗，民警没有找到传销组
织的地点。搜寻未果后，民警通过微
信让小许保持冷静，并让他注意观察
周围地形，寻找标志物进行拍照，希
望他能传回一些有用的信息，方便查
找。没多久，小许就下了线。
4月16日上午，许先生再次收到

小许的信息。这次，小许趁传销人员不
备，拍了两张窗外的照片。民警从照片
判断，拍照的地点是某小商品市场。赶
到市场后，民警通过拍摄角度找到了
小许可能被困的楼房。但是，该大楼有

几十个房间，挨家挨户敲门显然不现
实。民警又仔细观察照片，发现有一张
照片中拍到，房间的窗台上有一双印
花的帆布鞋。根据这双帆布鞋，民警很
快找到了这个房间，成功将小许和其
他10多名受害人解救了出来。

小许说，他受一名朋友鼓动到常
州找工作，说工作很好，工资很高。小
许来到常州后，不料受骗进了这个传
销组织，人身被控制。好在他把手机
藏得很好，没有被收走。目前，这起案
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据了解，今年以来，红梅派出所已

捣毁传销窝点4处，遣返60多名非法
传销人员。 "莫国强 周示坚 汪磊$

年轻男子连续7次盗窃同一仓库
工作被开、创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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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犯了个错误，23岁的梁某此后
就不愿意再好好工作了。4月初以
来，他在天宁区的同一家仓库，以同
一手段连续偷盗7次，价值5000余
元。昨天记者了解到，梁某已被依法
批捕。

梁某，安徽人，曾在老家一公司
当白领。后来，因私自收受客户的好
处，他被公司开除。失业后，梁某曾尝
试自己创业，结果失败了。此后，他来
到常州，却不再愿意从事其他工作。
今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梁某吃

完晚饭，闲来无事到处溜达，发现在

高架边上有个仓库，门卫正好不在。
一时好奇，他决定进去看看。

进了仓库，梁某看到里面堆满了
铁块边角料。看样子许久无人清点
了，他自认为搬点走也没人会注意。
听到门外有脚步声靠近，梁某匆忙翻
墙逃离。

就在翻墙落地的一刹那，梁某想
到了把铁块弄出仓库的办法，就是一
块块地扔出来，好在围墙也不高。

梁某便找准时机，喊上哥们，再
来一次。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梁某
带着哥们小涛再次到该仓库附近。梁
某翻墙进入仓库，小涛在墙外接应。

不一会，30多块铁块被扔出围
墙。小涛很快将这些铁块搬上电瓶
车，然后两个人一路直奔废品回收
站，第一次销赃获利300余元。

3天过去，眼看一切风平浪静，
梁某又一次动起了心思，使用同样手
法再次窃得铸造铁块800余斤，销赃
获利600余元。如此梁某又连着5次
故伎重演，直到上周最后一次作案
时，被附近巡防的民警逮了个正着。
据梁某交代，他们前后共7次偷

盗，销赃获利5000余元。近日，梁某
因涉嫌盗窃罪，被天宁区检察院依法
批捕。 "蒋丽娇 贡丹芳$

半小时后，消防徒手挖出
七旬老汉掉进泥潭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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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2点左右，溧阳市溧城镇
草溪圩村内，扬溧高速桥下，一名
70多岁的老汉不慎掉入一个泥
潭里，很快大半个身体被淤泥淹
没，眼看就要沉下去了。经过消防
队员近30分钟救援，徒手将老汉
从泥潭里挖了出来，并送往医院
治疗。

据发现险情的村民介绍，这
个泥潭就在高速下面。以前还是
干的，后来日晒风吹雨淋，表面泥
是干的，里面全是湿的，好像沼泽
一样。平时也很少会有人从这里
走。他是在上田干活时，突然看到
泥潭里有一个人，正在手足并用，
想从泥潭里爬出来，但越挣扎陷
得越深。他和其他村民赶来，想要
将他拉出来，但是因为没有工具，
又无法靠近，只能报警求助。

溧阳城北专职消防队迅速赶

到，此时老汉已被困在泥潭中20
多分钟了，身上满是泥浆，在寒风
中被冻得直打哆嗦，体力已经完
全透支。消防队员找来拉梯和多
条长木板，架在泥潭上方。多名消
防队员一起动手，先用铁锹迅速
将老汉周边的淤泥挖开，再徒手
清理掉老汉身下的淤泥。最后用
绳索和腰带固定好老汉的身体，4
名消防队员把木棍穿过绳索，慢
慢地将老人从泥潭中移了出来。
经过约30分钟救援，老汉被救出
并被抬到路边。

老汉获救后，消防队员从附
近河边找来清水，帮他清洗身体，
并找来干净的衣物给他换上。老
汉随后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
院，没有生命危险。
据村民讲，估计老人以为泥潭

是干的，就从上面走，结果陷进去
了。"邹海楠 舒翼 文 邹海楠 摄$

天热了!消防捕蛇季开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