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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中院发布涉老权益保护案审理情况

涉老纠纷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
■记者 杨丹丹 通讯员

赵德刚

11月10日下午， 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近年来全市法院涉老权益保
护案件审理概况专题新闻发布会。
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以来，全市法
院涉老年人权益保障案件收案379
件，结案364件。 整体来看，涉及老年
人纠纷案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近些年， 涉老案件类型和数量
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从案件类型来

看，涉老民事纠纷类型相对集中，主
要分布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婚姻家庭、民间借贷、一般人格
权、所有权确认纠纷等，其中，老年
人因行动缓慢或不便发生的交通事
故比例非常高， 收案比例高达39%，
占居首位。 随着我国养老保障水平
的不断提高， 许多老年人不再因子
女不尽赡养义务而陷于生活困难而
诉诸法院，三年来，受理的赡养、继
承案件趋于平稳。 此外，涉房产争议

矛盾突出，房屋所有权确认、房屋买
卖合同、房屋迁让、分家析产以及房
屋拆迁款分割等纠纷占了涉老财产
纠纷的70%以上，且双方矛盾比较尖
锐，处理难度较大。
喜庆十九大，快乐健步走。 11月11日，由淮安区
体育局、体育总会、老年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2017年
全国健步走大联动淮安区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漕运博
物馆广场举行，全区千余名中老年人加入以“走出家
门、融入自然、体验健身、增进健康”为目的的快乐行
走活动，共享健身盛会。
■通讯员 李正林

“寸草心”志愿者服务队创始人陈兆清：

悠悠“寸草心”
■

记者韩雅惠

他们或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却
认真仔细地免费为百姓按摩、理发、义
诊、 修补衣服鞋子……熟悉的人都知
道，他们来自
“寸草心”志愿者服务队。
该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2011年5
月， 是江苏省唯一由残疾人组成的志
愿者服务队，现有志愿者近40人。 六年
来，团队开展活动100余次，服务群众
超过1万人次。 谈及为何创建此团队，
创始人陈兆清说， 自己腿部有轻度残
疾，自己又是残联办公室主任，他十分
了解残疾人的感受， 希望那些有一技
之长的残疾人能够服务社会、 温暖他
人，为社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将残疾人组织起来， 走出家门为
社会服务， 这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难。 不少残疾人存在自卑心理，碍于面
子，不愿意参加服务队，为此陈兆清跑
断了腿、磨破了嘴。 他首先从各社区上
报的残疾人材料中一个一个地筛选，

深深暖人心

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做工作。 平时遇到 蔡殿波家庭困难， 连吃饭的桌椅都没
有一技之长或综合条件不错的残疾 有时， 他立即拿出自家的木材请人加
人，陈兆清就会主动与他们沟通。“记 工成桌椅送到蔡殿波家；在2011年7月
得当时找到杨立业，他是各种顾虑、各 份的一次走访中， 他发现南马厂乡一
种胆怯，就是不肯敞开心扉。 后来在我 名12岁的男孩高霜因患重病长年卧床
的坚持下，终于打开了他的心门。 ”陈 不起， 就坚持每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
兆清补充道，后来组织活动，杨立业都 挤出100元，用来帮男孩家解决一些小
非常积极地冲在前面。 在杨立业的带 困难……
动下， 身体健全的哥哥杨立强退休后
陈兆清的志愿服务行为得到了有
也加入了
“
寸草心”志愿者服务队。
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许。 2012
为了让残疾志愿者们安全出行， 年， 他获评第一批“市优秀志愿者”；
陈兆清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向亲友 2015年，被评为淮安市“淮安好人”和
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自己亲自驾驶， “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2016年，被
为志愿者活动保驾护航。 作为“寸草 推 选 为 清 江 浦 区 第 一 届 人 大 代 表 ；
心”志愿者服务队的牵头人，陈兆清始 2017年8月被评为“江苏好人”，9月份
终坚持为社会、 为他人做一些实实在 被评为“
江苏省优秀志愿者”。
在的事情，在他看来，残疾人的事无论
多小都是大事， 自己的事无论多大都
是小事。 暂住敬老院期间，逢年过节，
他都会给老人买些慰问品； 老人想吃
胡萝卜粥，他就买回胡萝卜熬成粥，一
勺一勺地喂老人吃； 当他得知残疾人

25岁保安的辞职信火了

双11最牛买家：

离职理由：很难找到女朋友

南京男子买了架直升机

还记得2015年那封“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的辞职信吗？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
信”。 11日，长春保安小杨的辞职信火了，被网友称
为最实在的辞职信，“因很难找到女朋友，小杨提出
辞职，这小伙子够实在。 ”主管小张说。
小杨是德惠人，25岁，在长春一家小区当保安，
已经入职两三个月了。 10月31日，小伙子提交这封
辞职信，“本以为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可一看信，发
现这小伙子真实在。 ”小张说，辞职信言辞恳切，理
由充分，已经批准。但根据公司规定，还是让小杨重
新写一封辞职信，“他现在还在上班，新的辞职信还
没写，希望他找到合适的伴侣。 ”
对于交女朋友，小张认为，公司保安人员实行
三班倒，有特殊情况可以请假，工资3000元左右，是
有时间交女朋友的，“以前也有保安辞职，大多以个
人原因或家中有事为由，像小杨这样言辞恳切的辞
职信，还是头一次见。”小张说，小杨工作认真，希望
他找到女朋友的同时，能再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记者试图联系小杨，其手机已停机。“目前，他
还在公司上班，这两天因为辞职信上网后，他接到
了不少电话，不想再说这个事情。 ”小张说，祝福他
找到幸福，也把工作交接好，站好最后一班岗。
■新文化报

11 日 零 时 ，2017 天 猫
“
双十一”启动。 江苏全意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平开的淘宝店里迎来一
个大单：一位来自南京的买
家付了9999元订金，订购了
一架直升机。
记者随后联系上这位
买家，买家姓陆，来自南京。
电话中陆先生告诉记者，这
架飞机是公司订购的。 因为
公司做的是大型活动策划，
以前就租用过直升机，次数
还挺多。
陆先生告诉记者，通常
来说，租一架直升机一次就
得20万左右，现在如果购进
一架的话，使用一次就只需
负担飞行员的费用和油费，
成本就降到很低了。 平时闲
置的时候还能租出去，有进

账， 所以公司算过账之后，
才决定斥资买下来。
陆先生购买的直升机
虽然是二手的，但市价也在
1500万左右。 陆先生告诉记
者，他和黄平已经初步商定
好，飞机购进之后的托管也
交给黄平所在的全意航空
来进行。 因为这一层关系，
卖家给了极大的折扣，1500
多万的原价打了差不多六
折，直降600多万还不用券，
堪称是
“双11最牛折扣”。
不过飞机毕竟不同于
普通商品，“当然不能拍下
来付款，我就直接给你飞过
去。 就算通过淘宝付款付订
金，也只是其中一环。 怎么
交付，后期怎么托管一连串
的问题，都需要给出具体的
方案。 ”黄平说。 ■扬子晚报

11月10日下午， 淮阴区老年大学文体活动周在
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中圆满闭幕。 演出现场，大合唱
《淮阴组歌》、时装表演《黄鹤楼》、二胡独奏《甘洒热
血写春秋》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此次文体活动周还有门球、象棋、羽毛球等
比赛及书画、版报比赛，旨在宣传十九大精神、展示
夕阳红风采。
■记者 陆春涛 通讯员 任仲仁

全国执业医师考试成绩公布

淮安口腔医院参试人员全部通过
近日，2017年度临床执业医师考试成绩新鲜出
炉，淮安口腔医院9名口腔医士全部顺利通过。
近年来， 淮安市口腔医院非常重视对年轻医师
的培养，积极搭建年轻医师发挥作用、施展抱负的舞
台，使大家学习有机会、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促
进青年医师快速成长。 一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二是选送年轻医师到国内外如
韩国、香港地区接受培训，学习口腔医疗前沿技术。
三是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培养人才， 举办地区有影响
力的学术培训班，加大学术交流和联系，利用支农博
士和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来院长期坐诊、讲学
和临床指导，让这些专家一对一、手把手地指导医院
的年轻医师。
■

通讯员张琨

拖欠工资跑路

潜逃半年获刑

因拖欠工人工资无法兑现， 淮安某公司老板仇
某竟关门跑路，跑在外地藏匿起来，最终还是难逃法
律制裁。
几年前， 仇某注册成立了一家个人独资的服装
厂。 到2016年底，厂里效益滑坡，工人工资不能及时
发出。 虽多次向工人承诺等效益好转会补发工资，但
到2017年初，仇某仍无力发放工人工资，于是决定跑
路。 1月15日，仇某悄悄跑到外地，并更换了手机号
码。 工人发现后，立即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
多次联系仇某无果后， 劳动保障部门将该案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调查取证，淮安区公安局对
仇某立案侦查，并将其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 6月9
日，仇某在镇江市汽车客运站被当地警方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仇某以逃匿的方法逃避
支付其公司劳动者的劳动报酬34万元，数额较大，经
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构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 据此，淮安区法院日前以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判处仇某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
■通讯员 欧阳飞 樊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