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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1980年前后出
生的男人，已经是妻儿相伴、事业
有成的时候。但对左亦新这位80
后来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 15年
已在牢狱中度过，可他还是不思
悔改。在刑满释放后没多久，他
再次触碰法律底线，因盗窃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更让人
唏嘘感叹的是，和他一起被判刑
的，是与他年龄相仿且经历相似
的几名男子。

说起左亦新的经历，可谓“前
科累累”。早在 2001 年，年仅 19
岁的左亦新就因犯强奸罪、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2008
年，刚刚出狱不久的左亦新，再次
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年，
2016 年 1 月份，左亦新被释放出
狱。

2016年夏天，左亦新与其他3
人在一次饭局中相识，左亦新和
另 3人“惺惺相惜”。因为这三人

的履历也是劣迹斑斑：王瑞恒
2001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年，2006年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8年，2012年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苗国庆曾在
2008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半；李勇曾因犯盗窃罪，先后
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11年。

相识后，这 4人相互“交流经
验”，变本加厉继续干违法的勾
当。2016年 11月，李勇伙同王瑞
恒来到一家提前“踩好点”的公
寓，王瑞恒负责望风，李勇开锁入
室，窃得 18包软中华香烟和现金
9000 元，款物合计价值人民币
10170元。

2017年6月，见前一次作案后
一直“风平浪静”，4个人的胆子大
了起来，计划着“干一票大的”。6
月 12 日晚，4 人来到事先踩好点
的住户，由王瑞恒、苗国庆负责望
风，李勇、左亦新负责开锁入室，

窃得金条、黄金首饰价值人民币
10万元，现金16.1万元，合计人民
币 26 万余元。2017 年 10 月，4 人
被警方抓获。随后，扬中市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左亦新伙同
其他3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
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达 20万元以
上，已构成盗窃罪，且具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加之 4人均曾因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法执行完
毕以后，在 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的刑法之罪为累
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左亦新犯盗
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
民币 5万元；其他 3人则被判处有
期徒刑 11年，并处以不同程度的
罚金。

（文中所涉人员为化名）
（张莹寅 张莉莉 范海罡）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
者从市运管部门了解到，一
位来自苏北的大学生在出租
车上丢了钱包，所幸被好心
的出租车司机发现后物归原
主。

前晚 10 点多，镇江大众
出租车公司苏L96831出租车
驾驶员周洪根，从南广场出
租车上客处接送一个 20岁左
右的男青年去纬五路。这名
乘客下车后，周师傅又接了
几单生意便收班回家。第二
天清晨，周洪根的妻子冯秋
香在出租车内打扫卫生时，
发现后座角落里有一只黑色
钱包，钱包里有数百元现金
及银行卡、身份证等证件。
由于钱包里没有可以联系失
主的信息，也不知道是哪个
客人掉的，冯秋香就先打电
话给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值班人员报备，并于中午将

钱包交到了公司值班室。
公司值班人员为了找到

失主也是费了周折，首先他
们根据失主身份证户籍所在
地，致电盐城公安部门寻求失
主的联系电话，但对方回复

“ 被 查 寻 人 未 登 记 预 留 电
话”。工作人员又试图通过银
行卡卡号寻找失主，也未能成
功。无奈之下，冯秋香和值班
人员又仔细将钱包的夹层翻
了个遍，终于在钱包夹层中找
到了一张江苏大学某学院的
校园一卡通，于是工作人员又
将电话打到学校，报上了一卡
通上的姓名和卡号。在学院
一卡通办公室与学生处的热
心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钱包
的主人小赵。

昨天下午，小赵如愿从
“大众公司”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自己的钱包。

（潘晓燕 吕梅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上午 7 点
多，有市民经过丹阳云阳路与玉
泉路交界的红绿灯路口时，看到
路口有辆白色轿车撞上了路灯
杆，车头损毁严重。

上午 8点，记者在现场看到，
涉事的白色轿车是一辆南京号
牌的凯迪拉克，车头整个嵌在玉
泉路东侧的绿化带内。路灯杆

被撞弯，斜靠在房屋墙壁上，白
色轿车车头损毁严重，路边满地
的玻璃碎片和零部件，车内安全
气囊弹出，现场并未发现肇事车
司机。

离奇的交通事故吸引了众
多市民围观讨论，附近一居民
说：“大概凌晨 4 点钟左右，我听
到砰砰两声，后来又听到有人说

话，但我没有起床出来看，今天
早上起床后才发现，原来是一辆
车把路灯撞倒了。”

上午 9 点多，丹阳交通部门
和路灯所工作人员在移除路灯
杆之后，将事故车辆进行拖移，
恢复了路面交通。目前，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佘记其 谢超）

京江晚报讯 “远离赌
博，珍爱生命”的道理人人皆
知，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依然
屡教不改。近日，丹徒法院
刑庭就审结了一起赌博、故
意伤害案件。

2017 年 11 月，被告人马
某、仲某以营利为目的，伙同
被告人樊某、朱某先后 3 次
约上一众赌徒，在丹徒区宝
堰镇一村民家中，以麻将为
赌具，采用“二八杠”的形式
聚众赌博，马某负责在扬中
市联系赌博人员带至宝堰镇
并提供赌具；仲某负责联系
赌博场地同时安排两人赌场
外望风；樊某负责在赌场内

“放水”以及联系当地赌博人

员；朱某负责在赌场内“抽
头”，共计渔利 22900元。

11 月 13 日晚，马某怀疑
其组织的聚众赌博活动中，
参赌人员赵某在赌博时“出
老千”，与其发生争执，马某
使用一把折叠刀分别在赵某
的正面右侧肩部和背面右侧
肩部各捅了一刀，致使其受
伤。经鉴定，赵某的右侧胸
部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庭审中，被告人当庭自
愿认罪。合议庭经评议后作
出对四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至拘役五个月，
缓刑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
金。

（涂蕾 王羱 范海罡）

15年牢狱换不来悔改
80后行窃再获刑十年

豪车撞上路灯 气囊都弹开了

昨天，镇江高专的
200 多名学生来到市中
心血站的流动采血点，
捋袖献血，奉献爱心，用
义务献血的方式迎接

“五四”青年节的到来。
王呈 陈兴超 徐雅文

摄影报道

外地学子打车丢包
牵动众人寻找送还

怀疑赌客“出老千”
将其捅成轻伤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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