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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健）原本是一起抢劫
案，但检方在承办过程中，竟
然发现涉案人员张某还有其他
罪行，当即深挖。近日，由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某
抢劫罪、赌博罪一案，市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张某因犯抢劫
罪、赌博罪，数罪并罚，被依
法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检方介绍，1988年出生的
张某，20 岁就出来“混社会”
了，曾因犯抢劫罪，于 2008年
9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015年刑满释放。之后，他并
没有去找稳定的工作，2018年
3月份在某小区租了一间二层的
门面房开麻将馆。随后，通过
邀约他人赌“牛牛”，从中收取
台钱获利。

2018年4月7日晚，张某邀
约夏某、毛某等十余人，在门
面房二楼用麻将牌以“牛牛”
的方式聚众赌博。当晚 11 时
许，张某怀疑徐某某赌博时

“出老千”（诈赌），就邀约王
某、孙某 （均另案处理） 等
人，通过采用言语威胁、拳打
脚踢等手段，强行将徐某某从
麻将馆带走。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

香草河边某建筑工地旁，张某
等人继续对徐某某采用拳打脚
踢的方式进行殴打，致其身体
多处受伤，最后，徐某某被迫
同意赔偿人民币 5 万元。至次
日凌晨 3 时许，徐某某先后通
过微信转账等方式给付了3.5万
元，并出具 1.5 万元的借条一
张。

这样，徐某某才得以脱
身。经鉴定，徐某某的损伤属
轻微伤，案发后，公安机关以
张某涉嫌非法拘禁罪，移送市
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言
语威胁、拳打脚踢等手段，强
行控制被害人，压制其反抗，
强行索取钱财，其行为已涉嫌
抢劫罪，以抢劫罪批准逮捕。

同时，在案件审查过程

中，承办检察官还发现，参赌
人员均证实在张某租用的门面
房内多次参与赌博，张某组织
人员抽头渔利，还涉嫌赌博犯
罪。故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
机关继续立案侦查，随后公安
机关以涉嫌赌博罪对张某立案
侦查。

市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查 明 ，
2018 年 4 月 5 日至 4 月 7 日期
间，张某以营利为目的，先后
三次组织王某等人，用麻将牌
以“牛牛”的方式聚众赌博，
共抽头渔利6700元。

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市检
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依
法以抢劫罪、赌博罪提起公
诉，近日市法院依法对张某作
出了上述判决。

怀疑他人“出老千”逼迫赔偿
抢劫男子又被查出涉嫌赌博罪

事故车辆载有移植器官
民警争取时间特事特办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元
旦我和老伴从苏州回来，就接到
了村里的通知，说‘同乡会’要请
村里 75岁以上的老人聚聚。五
年前，‘同乡会’就组织过一次这
样的活动，当时老伴年龄没达到，
今年我们两人都可以来了，和乡
里乡亲在一起真是高兴。”昨日一
早，延陵镇绕庄村 79岁的村民王
锁生就带着 77岁的老伴林彩云
来到了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当
天，由绕庄“同乡会”组织的一场
特别的尊老团拜会在这里举行，
来自东绕庄、西绕庄、前塘干、后
塘干四个自然村的 62位老人欢
聚一堂，辞旧迎新。

王锁生和老伴林彩云一出
现，就有不少相识的熟人过来握
手打招呼，寒暄的同时，王锁生没
忘了一一向老伴介绍。“好多小辈
我都不认识了，老伴介绍是谁家
孩子，我再看一眼，觉得确实很
像。”林彩云告诉记者，30多年前
在城里定居后，因工作繁忙就很
少回来了，除非是家里有事或者
是清明这样的日子，“虽然回来的
次数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每次回
来都觉得村里的变化很大，现在
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前，
每隔几米就有路灯，还有这老年
活动中心旁的篮球场，大家的日
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林彩云说起的这些变化与绕
庄“同乡会”是分不开的。一次聚

餐让工作生活在城里的绕庄人有
机会相聚在一起，他们深知家乡
经济较为薄弱，父老乡亲生活不
易，走出去的他们立志要为家乡
尽点心出点力，于是，大家提出成
立“同乡会”。1996 年 12 月 26
日，绕庄“同乡会”正式成立，目前
成员共有17人。

近年来，“同乡会”心系家乡
发展，情牵家乡建设，为绕庄提供
了信息、资源和资金等方面的支
持，据不完全统计，成立 23 年
来，“同乡会”共为村里的实事
工程建设直接出资 60 余万元，
其中投资 20余万元对村中道路
进行了硬化，投资 15万元新建
篮球场、安装路灯……“村里有
什么困难，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
人的，只要找到‘同乡会’，再
大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绕庄
村相关负责人丁国平说。

现任绕庄“同乡会”会长、
江苏中科四象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培晨告诉记者：“我们

‘同乡会’坚持‘热爱绕庄，孝
义为先’，把是否孝顺、关爱长
辈作为入会成员的首要条件，如
果你不孝顺，不管你身居什么职
位，都不能被吸纳入会，其次就
是要有自愿奉献的精神，‘同乡
会’要做的事就是把我们的家乡
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老人都能
安享晚年。以后每年的重阳节，
我们‘同乡会’都将回村举办尊

老敬老活动，并在每个村民小组
评选一位‘孝星’，给予奖励。”

对于举办尊老团拜会，“同
乡会”成员、原市妇联主席林钰
雯以及韦彭元等人均表示，这是
所有成员不忘乡情、乡恩，回报
乡里的一种方式，同时，他们也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倡导和传承孝
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我们
就是想身体力行地为村里的年轻
一辈做个榜样，把尊老爱老这样
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村里的
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团拜会上，大家欢聚一堂，
许久不见的老朋友相谈甚欢，热
闹又温馨。“‘同乡会’平时就
很关心我们这些老人和村里的发
展，一到过年还会送来慰问金和
礼品，有泡脚的药包、暖宝宝、
热水袋等，特别贴心。”上台发
言的李志芳老人今年已经 81岁
了，他告诉记者，村里通知他来
吃饭并要他上台发言的时候，他
既激动又紧张，花了好几天时间
写了发言稿，“感谢的话真是写
都写不完，原来用的作业纸，写
不下，我就换了一张大的挂历，
在背面写的，你看，满满一大张，
就是发言的时候太紧张，有的地
方都没有读清楚。”老人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道。

11 点多，开席了，记者在现
场看到，老人们边吃边交谈，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故乡情深 尊老情浓
延陵绕庄“同乡会”成员与62位老人欢聚一堂辞旧迎新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王坤） 5 日中午 12 时左
右，镇江高速一大队接到一起
报警，报警人称在窦庄服务区
内，自己驾驶的苏A牌照的车
辆被一辆苏 F牌照的车辆追尾
了，双方车辆都能正常行驶，
没有人员受伤。

基于这一情况，高速一大
队指挥室当即通知双方，到镇
江收费站事故快速处理点进行
处理。大约 20分钟后，苏A牌
照车辆驾驶员朱某赶到了镇江
收费站，但苏 F牌照车辆的驾
驶员迟迟未到现场。此时，焦
急的朱某立即找到民警，称自
己车上有一个活体器官肝脏需
立即送往南京一家医院，病人
已经进入了手术室等待移植。
民警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联
系苏F牌照车辆驾驶员申某。

在通话中，民警了解到申

某正在窦庄服务区联系保险公
司，此时，如果等申某从窦庄
服务区赶过来，至少还需要 20
分钟。然而，简易交通事故处
理必须双方当事人及车辆到
场，对事故情况进行取证，双
方对事故责任认定认可后，才
能出具简易交通事故认定书。
为了给肝脏移植争取宝贵的时
间，民警再次电话联系申某，
将该情况如实告知申某，并就
相关事故责任、法律义务告知
申某。电话中，申某表示自己
认同全责的责任认定。随即，
民警开具事故认定书交于朱
某，让朱某能够及时地将移植
器官肝脏送至医院。

整个过程不到 10分钟就迅
速完成，驾车离开前，朱某对
民警“违反”事故处理程序，
为肝脏移植争取时间特事特办
的做法，一再表示感谢。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图为绕庄“同乡会”2019年尊老团拜会现场。

记者 陈晓玲 摄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创
建于 2007年 8月，是一家集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应用服务为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沿用了世界一流碳纤维企业的
发展模式，是一家拥有原丝、碳
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
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
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工程
机械、新能源等领域。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
诚聘以下岗位：

一、招聘岗位：铺贴工
招聘人数：30名
学历：高中以上

性别：男女不限
年龄范围：18-35岁
工作要求：从事手工铺贴

作业，要求品行端正，能吃苦耐
劳，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
作精神。

工作时间：每周休息 1-2
天，白班，需要时安排加班。

福利待遇：试用期2个月，
转正后 3500-4000元/月，入职
缴纳五险（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市区有班车接送，也
可提供住宿。

二、招聘岗位：机加钳工
招聘人数：30名
学历：高中以上
性别：男性

年龄范围：18-40岁
工作要求：主要工作为切

割、打磨碳纤维制件，有钳工经
验者优先。要求品行端正，能
吃苦耐劳，有较强的责任心和
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时间：每周休息 1-2
天，白班，需要时安排加班。

福利待遇：试用期 2个月，
转正后 4000-5000元/月，入职
缴纳五险（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市区有班车接送，
也可提供住宿。

三、招聘岗位：编织操作工
招聘人数：5名
学历：高中以上
性别：男女不限

年龄范围：18-40岁
工作要求：从事编织作业，

要求品行端正，能吃苦耐劳，有
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
神。

工作时间：四班三运转，8
小时工作制，每8天休息2天。

福利待遇：试用期2个月，
转正后 3500-4000元/月，入职
缴纳五险（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市区有班车接送，
也可提供住宿。

工作地点：丹阳市开发区
通港路777号

联系人：孟小姐；联系电
话：86939223/15189188097；电
子邮箱：645477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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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别再被这些网络谣言骗了别再被这些网络谣言骗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娜周娜

20182018年已经过去年已经过去。。回望回望这一年这一年，，各种网络各种网络谣言层出不穷谣言层出不穷，，健康养生类健康养生类、、儿童安全类儿童安全类、、交通法规类……我们曾梳理过交通法规类……我们曾梳理过在丹阳流在丹阳流
传甚广的网络谣言及辟谣真相传甚广的网络谣言及辟谣真相，，本周本周，，我们我们选取了疯传最火热的四大类谣言选取了疯传最火热的四大类谣言，，如果你平时没时间了解如果你平时没时间了解，，甚至你的朋友圈里还在传甚至你的朋友圈里还在传，，
那你真要看仔细了那你真要看仔细了，，不要再不要再被忽悠被忽悠了了。。

儿童安全类谣言

丹阳中医院车祸男孩找家长

【谣言内容】去年 8 月
底，丹阳人的微信群和朋友

圈都在传一条视频“车祸男
孩急寻家长”。视频中，一
名大约十三四岁的少年倒
在地上，耳朵里还有血流出
来，实在令人揪心。

【真相来了】 经查证，
我市未发生过此类交通事
故，网传内容为虚假消息。
记者也从网上查询发现，这
件交通事故发生在山东潍坊

市临朐县，根本不是我市。
【提醒】市民如果在网

上发现此类信息，一定不要
随意转发，可将信息提供给
警方进行核实，做到不信
谣、不传谣，更不要造谣。
此外，对于恶意制造散布谣
言、造成严重后果的，警方
将依法严肃处理。

百元感谢费“诱惑”学生上车带路

【谣言内容】“各位家
长，现有五中家长反映：昨
天中午放学时，有学生遇到
开小车的向学生问路，并拿
出100元感谢费，让孩子上
车带路。请各位家长教育
孩子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上
车，防止被骗。生命可贵，
为了孩子转发吧！”去年 9
月中旬，很多家长都在转发
这条信息

【真相来了】经查证，
警方最近根本没有接报此
类警情。而且，通过网络
搜索警方发现，类似谣言
此前已在全国多地出现
过。输入关键词“100 元

请小学生带路”能出现几
万条搜索结果，差不多的
信息在杭州、广州、深
圳、珠海等全国各地都出
现过，各地警方均已辟
谣。这次把地点换在丹
阳，属于典型的“旧谣新
炒”。

【提醒】谣言传播期间，
部分家长不知真假，通常抱
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
态度转发。不过，法律规
定，传播谣言也是违法的。
针对此类信息，市民应理性
对待。维护健康网络环境，
人人有责，请不要随意转发
未经核实的消息。对捏造

或散布谣言者，经查证属
实，将依法严惩。

交通法规类谣言

处理违章需人脸识别
【谣言内容】去年8月，

朋友圈内流传一张交警有
“大动作”的图片：9月起需
要人脸识别才能处理违
章。很多市民看到这张图
后，扎堆前往行政服务中
心、交警窗口处理违章。

【真相来了】经窗口民
警证实，这是谣言。市民没

必要扎堆，可以错峰处理。
但仍有些车主依然排长队要
处理，真是费时又费力！

【提醒】网上流传的这
张图片语句混乱、漏洞百
出，无署名、无电话，甚至
还有明显的PS痕迹……大
家稍微走走心，就不会轻易
上当。

上高速不带灭火器要扣分

【谣言内容】去年 10
月，朋友圈疯传这样一则
消息，“通知各位走高速的
注意了，高速公路路口从
11月1日开始需检查车上
是否备有灭火器、三角
架。如果没有，扣6分，罚
200元。”

【真相来了】为什么突
然要查这两样东西？随

后，记者向镇江高速交警
求证获知，这则消息的内
容不实，交警并没有要突
击检查灭火器和三角架。

据镇江高速大队民警
表示，在日常执法中，如果
检查到车辆上没有配备灭
火器和三角架这两件物
品，基本不会进行处罚。
但如果车辆发生突发情况
停靠在路边，没有放置三
角架，将予以“罚 200元记
3 分”的处罚。民警还表
示，虽然一般不检查，但这
两样东西也是“上路必备
品”。机动车配备三角架
是为了方便车辆在路上遇
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警醒后
方车辆；车上配备小型灭

火器则是为了预防机动
车自燃。

【提醒】如今，像“最
新扣分规则”“交管新规”
这样涉及交管内容的消息
时不时就会有传出。那
么，怎样判定内容是真是
假？高速交警支招，如果
有全国性的最新交管新
规，肯定是最先从官方渠
道发布，比如公安部交管
局官方网站、官方微信等，
或者是国内主流媒体。而
地域性的交管新规，也会
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
通过交管部门的官方渠道
和主流媒体进行公布，不
可能直接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

食品健康类谣言

食盐添加了有毒物质
【谣言内容】去年 9 月，微

博、朋友圈疯传一则有关“盐里
面加了‘亚铁氰化钾’危害健康”
的文章，说国产食盐里的添加剂

“亚铁氰化钾”在高温下，会产生
剧毒物质“氰化钾”。

【真相来了】对此，市盐务管
理部门表示，这纯属谣言。“‘亚
铁氰化钾’的作用主要是防止食
盐结块，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食
盐中‘亚铁氰化钾’的最大添加
量为每公斤 10毫克，只要符合
标准，不会对人体产生损害。至
于网络上传言的，在烹饪的时
候，‘亚铁氰化钾’会分解成有毒
的‘氰化钾’，更是不可信的。因
为‘亚铁氰化钾’本身化学性质
是非常稳定的，只有达到 400摄
氏度的高温时才有可能会分

解。而在我们日常家庭或者餐
饮行业的烹饪过程中，达到的温
度最高也就在 200 摄氏度。在
这种情况下，“亚铁氰化钾”是很
稳定的，不可能发生分解。”

【提醒】有关“食盐添加‘亚
铁氰化钾’有毒”的传言已经不
是第一次发生。市民只要在购
买时选择品牌食盐，就可放心食
用。

碱性食品对身体有益

【谣言内容】人的体质有酸
碱性之分，偏酸性的体质会导
致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
想要健康，要通过食用碱性食
品来保证身体的碱性环境。

【真相来了】“酸碱性体质”
的伪理论被及时推翻。医学上
并没有酸碱体质的说法，人的
体液 pH值会精确保持在 7.35~
7.45之间，仅靠多吃碱性食物，
根本不可能改变体内原本稳定
的酸碱值。

【提醒】人体是一个复杂的
有机体，也是一个整体，体内各
处的酸碱度都是不同的，怎么
可能通过药物或者食物仅仅调
整一个部位的酸碱度呢？大家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擦
亮双眼，不要白白花了自己的
血汗钱买来一些根本无用的东
西。

社会类谣言

【谣言内容】从去年上半年
开始，网上关于江苏新高考改革
启动的消息就开始传得沸沸扬
扬，但一直都未得到官方证实。
去年11月，有消息称，2018年秋
季全国大面积启动新高考改革
的消息，终于一锤定音，有八个
省（市）经教育部评估，达到了启
动条件，被启动批准。其中，江
苏省已经敲定，确定参加新高

考。
【真相来了】省教育考试院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则假
消息，新方案确定下来之后会第
一时间告诉大家。同时，也提醒
各位考生和家长勿轻信谣言。

【提醒】家长在网络上看到
此类消息，不要盲目相信急于转
发，只要致电相关部门，就能核
实消息真伪。

【谣言内容】去年 12 月初，
一则关于我市自来水取水口被
镇江某厂污染的消息在朋友圈
疯传，其中附有一张反映“镇江
新区钛粉厂每天将大量化工污
水直排长江，下游不足1公里处
即为丹阳取水口”的照片。

【真相来了】其实，这是
“旧谣新炒”，市民不必惊慌。
记者从市水务集团获悉，此为
早年城市取水口，后因我市实
施了长江黄岗取水口江中延伸
工程，延伸至和畅洲北汊（非
主航道），这是白鳍豚保护区和
生态旅游规划区，上游十公里

范围没有化工和高污染企业，
常年水质达标。另外，丹阳现
有的两座供水厂，即善巷水厂
和长湾水厂，均采用深度处理
工艺，制水工艺领先于周边县
市同行业，总供水能力为 30万
吨/日。经深度处理后的出厂
水，水质不仅优于各项指标，
口感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提醒】丹阳自来水水源
地安全可靠，制水过程层层严
格把控，制水工艺实现了深度
处理全覆盖，水质优于《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 106项指标，
市民大可放心饮用。

我市自来水取水口被污染

我省明年实行新高考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