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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7月影讯
片 名 国家（或地区）/类型 上映时间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85671100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猪猪侠·不可思议的世界》 国动画 7月5日
《他她他她》 国剧情/悬疑 7月5日
《爱宠大机密2》 美喜剧/动画/冒险 7月5日
《狮子王》 美剧情/动画/冒险 7月12日
《命运之夜——天之杯2：迷失之蝶》

日剧情/动画/奇幻 7月12日
《素人特工》 国喜剧/动作/冒险 7月12日
《机动战士高达NT》 日科幻/动画/战争 7月12日
《舞动吧！少年》 国 家庭 7月12日
《嘿，蠢贼》 国 剧情 7月16日
《银河补习班》 国 剧情/家庭 7月18日
《紧急救援》 国剧情/灾难 2020年大年初一

2017年7月27日，《战狼2》上
映。其结尾吴京在非洲战区坐车
遭遇交战封锁后，高高举起国旗的
那一幕，展示了一个大国的气魄和
尊严，这一幕，将永远令人铭记。
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
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
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继2016年国庆档的《湄公河行
动》、2018年农历春节档的《红海行
动》后，又一部“行动”系列电影《紧急
援救》，将于2020年农历春节档推
出。从湄公河，到亚丁湾，再到《紧急
救援》行动队的实施救援行动的茫茫
大海，中国军人肩负的使命与担当，
必定让他们的人生放出灿烂光辉！
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诗云：“生如夏
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主旋律影片回顾、预告（一）

7月11日：阴到多云，局部阵雨。 23～30℃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7月12日：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 23～30℃

■五水共治■

85111333851113332424小时新闻热线小时新闻热线：：

◆民情直通车◆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没想到我的钱还能被追
回来!”近日，市民王女士报警称有
人冒用老板 QQ 对自己进行诈

骗。接警后，民警立即与银行对
接，进行资金查控，开展止付工
作。由于发现及时，成功止付了

4.8万元人民币，为王女士挽回了
经济损失。

（金 健）

遗 失 声 明
●临海市沿江镇老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浙江增值税普通

发 票 43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72320，发 票 号 码 ：32087805、
32087882、32087883、32087892、32087948、32087949、32087953-
32087956、32087976- 32087979、32087987、32087996、32088014、
32088015、32088032、32088046、32088087-32088089，发票代码：
3300174320，发票号码：28019736、28019739、28019746、28019751、
28019752、28019756、28019777、28019789、28019828- 28019830、
28019864、28019867、28019890、28019891、28019912、28019993、
28019998-28020000，声明作废。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步入 7
月，随着大、中、小学校进入放假
模式，商家们也瞄准了暑期这个
商机，游泳馆、健身房等处针对
学生群体的优惠活动格外吸引
人眼球，汽车驾校等地的学生身
影也逐渐多了起来。补知识、补
见识、补特长、补体能……暑假
几乎成了给孩子们“大补”的最
佳时机，“暑期经济”正逐渐升
温。

连日来，在台运健身场馆的
一楼，记者看到，前来咨询暑期
游泳培训班的家长络绎不绝，其
中中小学学生的家长占了大多
数。

“我去年开始就给孩子报了蝶
泳培训班，今年准备让她再学习自
由泳。孩子体力不好，我希望通过
游泳增强她的体力，也为以后中考
的体育游泳考试做准备。”市民卢女
士告诉记者。

据游泳馆负责人介绍，自暑期
开始以来，平均每天都有150多位
家长前来咨询，人气最高时一天可
达二三百人。

“我们从6月28日开始，游泳培
训的人气就开始逐渐上来，其中主
要是5岁至16岁的小朋友居多，占

我们报名人数的95%左右。”台运健
身总经理孙清告诉记者。

除了游泳健身，送孩子去汽
车驾校考驾照也是暑期的一个热
门项目。高考后，驾校就迎来了
一波又一波的“准大学生潮”。

据市中忆汽车驾校培训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胡晓萍介绍：“我们
报考驾照的平均消费在 6000 元
左右，高考过后就迎来学生报名
的高峰期，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
五十个学生来报名，人数增加了
50%左右，其中很多是 2001 年出
生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过
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选择了暑
假出游，希望通过带孩子外出旅
行的方式，让孩子增长见识、拓宽

视野，让假期旅游成了香饽饽。
记者从市中青旅旅游有限公

司获悉，现在暑期旅游正慢慢升
温，一些短线旅游价格优惠后只
需四五百元，而一些长线游，如
青海、新疆等地，则至少需要
7000元左右。不少旅行社还专门
针对学生制定了亲子游、夏令营、
毕业之旅等特色旅游“套餐”，以
吸引学生群体的目光。

“7月份由于各种补习班较为
集中，大多数家庭见缝插针地会
选择一些短线旅游，等到了 8 月，
学生有了大量的时间，家长们就
会选择内蒙、青海、新疆等长线
游，现在报名人数也正在陆陆续
续地增多。”市中青旅旅游有限公
司散客部经理赖晓红说。

学游泳考驾照去旅行

暑期经济日渐升温

近日，尤溪镇开展“五水共
治、清洁家园”党员志愿活动，各
村党员踊跃参与，积极打扫村
道，清理河道，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为了清除河沟内的垃圾
和淤泥，不少党员挽起裤腿跳进
河里，直接用手清理，受到村民
好评。活动中，党员们还入户宣
传，向村民们耐心讲解“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相关内容，大家以
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
群众参与“五水共治、清洁家
园”，为建设“污水零直排区”贡
献力量。

许舟扬摄

7月8日上午，汇溪镇2019年征兵目测初检工作在镇政府大院拉开
帷幕，全镇15个村共计300余名应征青年进行目测初检。为做好征兵
工作，镇武装办特地邀请了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退伍军人徐港鑫来
畅谈自身参军经历，给应征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李 欣 金姗姗摄

临海市灵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拟向临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7月1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临海市灵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清算组

2019年7月10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本报讯 （记者李欣 通讯员
罗锦雯）一起远房亲戚间的借贷，看
似简简单单的一个案子，却经历了4
次诉讼，3次撤诉。随着近期二审维
持原判，这起纠缠数年的民间借贷
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一起案件，真相扑朔迷离

2016年初，市人民法院杜桥法
庭受理了许某诉董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庭审中，董某承认借款是事
实，但自己已经还清了所有借款本
金。她说，2015年在杜桥某银行，她
将8万元本金及１万元利息交给了
许某，接着又偿还本金2万元。如
今，只欠许某本金2万元的部分利
息。还款后，自己已拿回借条并撕
毁，现在这张作为证据的借条是许
某伪造的。

许某本以为自己证据充分，
胜诉是必然。董某在法庭上这样
说令她措手不及。借条上白纸黑
字写得清清楚楚，董某怎么敢这
么说？许某仔细一想，当初借条
确实不是董某所写，而是董某儿
子李某写的。但借条就只有这么
一张，不存在其他借条。对此，董
某一口咬定这张借条是假的，她
和儿子都没签过。

许某无奈之下，向法院申请
撤诉，重新将董某和李某一并告
上了法院。为了弄清借条究竟是
不是李某写的，法院委托鉴定机

构进行了司法鉴定。以李某在司
法鉴定机构和法院当场书写的文
稿，以及 2013 年李某结婚登记时
亲笔写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作为检验样本，对比借条上的笔
迹。但鉴定结果显示：“根据目前
提供的样本材料，2014 年 2 月 16
号的借条上笔迹不是申请人李某
所写”。这下，许某傻眼了。明明
自己亲眼看着李某写的，鉴定出
来怎么是这样子。许某怀疑李某
在鉴定时故意在自己的笔迹上动
了手脚。但许某难以举证，只能
再次撤诉。

2017年6月，许某再次起诉，但
由于无法提供新证据，最终案件仍
以撤诉告终。

调查取证，法官厘清事实

经历了3次诉讼，许某支付了3
次诉讼费、律师费，并承担了鉴定费
用，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
被董某母子二人颠倒黑白，许某心
里咽不下这口气。

许某想到，2016 年初她的一
个亲戚去李某的店里买了个汽车
坐垫，当时李某手写了一张收款
收据，收据上的公司名称里正巧
有董某名字中的两个字。2018年
4 月，许某拿着这张收据、借条还
有李某结婚登记时的手写材料委
托律师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
定意见显示：借条上董某的名字
与收据上那两个字出自同一人，
而收据收款人李某的签名与结婚
登记材料里的李某的签名是同一
人的字迹。

拿到鉴定报告，许某看到了

希望，开始又一次的起诉。但按
照相关规定，许某自行委托鉴定
的结果法院是不予认可的，也无
法推翻之前的鉴定结果。难道这
次许某还是无法胜诉？

此次案件的承办法官朱胜翻
阅了前几次起诉的案卷发现，诉
讼前后李某的字迹有很大的不
同，之前的圆润，习惯连笔书
写，之后的却字字分开，写得有
棱有角。他觉得李某可能是刻意
改变了书写习惯，而且此人心思
缜密，2016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书
写材料都改变了字迹。

然而，在已有司法鉴定结果
的基础上是无法随意重新鉴定
的。为此，第一次开庭原告申请
了专家辅助人出庭对鉴定书内容
提出专业意见，同时也申请了原
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专家辅助
人建议重新收集样本进行鉴定。
而鉴定人也在庭审中陈述，当时
在鉴定过程中曾要求补充李某平
时字迹样本，但一直未收到，鉴于
鉴定期限，只能依据现有材料作
出判断，建议法官对该案结合案
情进行审判。

重新鉴定的机会来了，可新
问题又摆在面前。如果要重新鉴
定，必须要更多的样本，李某是不
可能主动提供这些的，那怎么才
能拿到以前的书写样本呢？

经过了解，朱法官发现李某
名下有一家公司，工商信息还有
过变更。朱法官立即向市场监
管局调取了档案，里面果然有李
某的书写材料。但这还远远不
够，公安的信息显示，2016 年底，
李某的身份证重新申领过，朱法

官向公安调取了相关材料。为了
多找些样本，朱法官又向银行调
取了李某所有的开户资料、交易
明细。

可用的样本一点点变多，可
里面的字还是很少，而且李某签
的是董某的名字，要鉴定精准最
好是找到相应的书写材料。在
哪里会写自己父母的名字呢？
朱法官灵光一现，想到了学籍
档案，于是辗转教育局、李某
母校，最终在人才市场找到了
李某的档案，高校招生考生登记
表及浙江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登记
表，里面多处均有李某亲笔写下
的董某的名字，还有大篇幅的自
我鉴定。这下，终于有了充足的
样本进行鉴定。最终，鉴定结果
显示借条上的字迹就是李某本
人的笔迹。

这回，董某与李某再也无法
抵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董某
返还许某借款本金 60000 元并支
付利息。董某上诉后，台州中院
二审维持了原判。

许某坚持多年，在法官的帮
助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朱胜
说：“这个案子对比李某前后的笔
迹有明显的疑点，然而许某作为
当事人却无法提供李某日常书写
的证据。此时，作为法官应该适
当地主动调查取证。虽然这次多
方调查取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
力，但是最终还原了真相，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我们法官在工作
中要坚持司法为民理念，切实保
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借条究竟是谁签的字
历经４次诉讼真相终于明了

本报讯 杜桥镇的唐童（化
名）是个弃儿，从小被养父母收
养。今年 12 岁的他，没有上过
学，也没有孩子和他一起玩。他
的养父母都是残疾人，爷爷奶奶
也年事已高，一家人就靠奶奶骑
电动三轮车、卖炒栗维持生计，而
最近老人出门遇车祸，把腿摔折
了。

唐童全身患顽固性牛皮癣。
去年5月，杜桥镇绿野眼镜厂老
板陈冬兰得知他家情况后，帮唐
童凑了2万元，想让他去上海一
家医院治疗，却因为家里无人陪
护而作罢。但陈冬兰没有因此而
放弃对唐童的帮助，她经常找人
帮忙寻医问药，或亲自给唐童擦
药，帮他减轻痛苦。

老弱病残的一家人也引发社
会各界的关注。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悉情况后，时任该院副院长、皮
肤科主任医师蒋正强打电话给陈
冬兰，让她将唐童带到医院来，由
他诊治，并开通绿色通道。

陈冬兰陪着唐童父子来到
市二医院后，蒋正强认真细致地
看了唐童的病情，为其抽血化
验，结果显示唐童的血液各项指

标均比较正常，诊断为遗传因素
造成。因唐童年纪尚小，一些特
别的治疗手段不宜使用，所以只
能涂抹药膏进行外部治疗，以缓
解病情。

唐童的遭遇也牵动着杜桥
镇妇联工作人员的心，镇妇联副
主席潘月明在报纸上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向陈冬兰和村妇联
主任了解情况，为唐童一家向相
关部门申请困难救济。

而陈冬兰的善举也感染着
她的朋友们，杜桥新居民老板
王细凡、本地老板姚庆富、杜
桥派出所民警吴国荣等，纷纷
表示将尽点心意关心唐童。6
月27日下午，陈冬兰与爱心人
士来到唐童家，送上食品、衣
物、玩具等慰问品，市二医院
药剂师洪湘军受蒋正强所托，
送来药物，现场给唐童擦药，
并告诉其父如何用药，减少唐
童的痛苦。

昨日下午，陈冬兰惦记着唐
童，又去药店自掏腰包买了50支
药膏送到唐童家里，希望唐童树
立信心，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
复。 （叶明銮）

患病少年陷困境
众人伸手齐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